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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金融集團

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

《2023 將較 2022「友善」》

剛過去的 2022 年，對金融業而言，大概是自 2008 年金融海嘯後最困難的一年。年
初爆發的俄烏戰事不單令市況動盪，更令全球通脹大升，迫使本已處貨幣收緊週期
的歐美，需更大幅度加息，副作用是重創全球資產價格。

當資金因加息大量回流美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自然受到「水源」不足的衝
擊。更甚的是，國內的動態清零防疫政策，使經濟接近停頓，伴隨對不同行業的調
控，投資者信心大為動搖。內外夾擊下，恆指 10 月時便曾下跌至九七年水平，即
25 年間毫無增長！

但所謂物極必反，10 月大跌後，港股自 11 月絕地反彈 3 成多。因內地已選擇與病毒
共存，預計在一二月感染高峰期後，經濟活動便會從回正軌，復常之路相信不會有
大變數。

此外，儘管俄烏戰事仍未知何時完結，但美國通脹已率先回落，預計 2023 年即使
利率高企，但上升幅度將變少，有利資產價格的穩定。

即使疫情及通脹帶來的影響將減低，但香港發展仍受兩大因素左右。第一，中美磨
擦在未來數年，只怕越演越烈，近期美國針對半導體的政策，已可反映兩國之間的
角力是長期的。香港作為中美兩地中介人的角色及重要性，相信也會降低。第二，
國內房地產泡沫已爆，其實質影響在疫情消退後，便無所隱藏。國內如何應對，例
如會大水漫灌，還是堅持調控，將直接影響資本市場，但相信前者出現的機會很大。

總結而言，經歷了艱難的 2022 年，2023 年資本市場，至少在上半年，表現應會較
為「友善」。若中國政府真的決定救市，沉寂多時的 A 股市場，或現轉機。至於西方，
雖預計加息幅度減慢，但卻未有令股市回升的催化劑，故此不應過分憧憬美股表現。
至於香港本土，正如上述，我們角色已轉變，除非國際資金大量重回中國，否則香
港的發展難有突破。

《迎風飛翔 萬象更新》

2022 年是一個充滿困難的一年，隨著二月烏俄爆發戰爭，香港疫情反彈，通關
無期，前線同事面對多種打擊，令工作十分困難，感謝前線同事不斷努力，以銷
售為目標，全年努力工作，後勤同事謹守崗位，大家一起努力，共渡難關，最困
難的 2022 年終於過去。

2023 年開始，政府放寬防疫政策，有明確通關時間表，市況轉好，這樣股
市、樓市好，亦利好各行各業，客户的心理轉好，對於我們推廣理財產品有
很大 的幫助，現在我們可以把握市場的利好氣氛，在 2023 年創造佳績。 
 
保監會成立了數年，對行業的監管嚴謹，而從業員的專業操守尤為重要。本公司
在上年第三季已通過保監會的實地考察，為期一個月，我們順利通過測試，這證
明我們的根基穩健、制度分明、內部監控有效，在這樣的公司工作，公司能給予
同事們大力度的支持，客戶自然有信心找同事們理財，在這個環境下，各前線同
事可以毫無顧慮地專注工作，開拓事業，在中原集團這大平台下發光發亮。

中原理財總經理 
李振豪

中原證券及資產管理執行董事 
梁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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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金融精英會

「林海山城」考察團「林海山城」考察團
中原金融精英會成員於 2022 年 9 月 2 日下午，到大埔參觀由香港興業及希慎聯合發展的全新低密
度大埔半山項目「林海山城 VILLA LUCCA」。

此項目位於尊尚路段露輝路，兩旁綠樹成蔭，環境清幽，背靠八仙嶺，前臨船灣淡水湖及吐露港，
更看到慈山寺，而中文大學及教育大學也近在咫尺，地靈人傑。配套上，會所內更設有品酒室、雪
茄房、水療室，彷如置身五星級酒店。項目中的山城設計，加上周邊的綠意空間，沿路綠意處處，
這低密度配以高私隱度的尊逸山城生活，實在吸引。

「林海山城」在交通方面，受惠東鐵過海段通車，半小時內可達中環核心商業區，非常便捷，真是
投資自住皆宜。

中原金融精英會

第十五屆【中原金融精英會】聚餐第十五屆【中原金融精英會】聚餐
終於迎來疫情緩和，第十五屆【中原金融精英會】會員，於 2022 年 8 月 4 日中午到海港城六公館，來一頓久違的精
緻高品質中菜聚餐，精緻美食包括羊肚菌燒賣、蘆筍千絲酥、紅菜頭蝦腰米形意等，最後以甜品楊枝甘露完美作結。
大快朵頤後，又怎能放過餐廳內的維多利亞港美景呢！當然要來個大合影留念啊！

難得大家輕鬆地聚在一起，吃飽喝足，立刻充滿能量，期待下次的聚餐！



移民英國除了申請簽證、購買房屋外，還要把香港的資產轉移，但是英國稅務複雜，如何可以做到移民而無後顧之憂呢？

中原理財於 2022 年 10 月 15 日下午舉行相關講座，於講座中，專家講者教你身份判定，如果以 BNO 移居，身份會是英國居藉稅務居民
（uk domicile tax resident）或是英國非居藉稅務居民 （non uk domicile resident）；再者，講者更傳授英國稅務處理原則，如移英前
要如何轉移資產、有甚麼事前規劃等，5% rules 又是否適用於自己等。

最後，更有我們中原海外部同事為大家簡介位於英國西倫敦的樓盤資料，罕有星級奢華會所設施加上周邊配套，實在吸引。

中原理財

中原理財

移英稅務講座 - 實用篇移英稅務講座 - 實用篇

中原金融集團聯同 Ginskoreabroad 於 2022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六下午舉辦了韓國留學講座。

提到留學，大家會想到甚麼國家？英國？澳門？美國？但考慮
到經濟、安全等的因素，是不是卻步了？又想留學，又性價比
高，離香港又相對近 .... 沒錯，就是韓國啦！感謝風信留學工
作室的 Rae Chan 為大家提供一系列留學韓國的資料，如時間
表、費用及生活須知等。更榮幸地邀請到幾所韓國學校的代表
還透過視像會議形式解答學生及家長們的疑問，如入學資訊等
實用資料。

外地留學，除了要注意學校的收生要求及申請時間表外，其實
保險都很重要，當然要比較一下。中原金融集團高級營業董
事 Kevin Lau 在講座中跟在場學生及家長簡單地比較一下，究
竟應該選購當地的健保還是購買留學保？讓大家先有個基本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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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留學講座 2022 韓國留學講座 2022 
為韓「留 」行出第一步為韓「留 」行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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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理財

【腸癌全面睇 預防有計仔  【腸癌全面睇 預防有計仔  
解構「長新冠」香薰舒緩法】講座解構「長新冠」香薰舒緩法】講座
大腸癌是香港最常見的癌症之一，有說法話：「大腸癌主要由不良的生活習慣引致……」，中原金融集團於 11 月 26 日舉
辦了一場與腸癌有關的講座，感謝港醫網外科專科醫生 Dr. Kevin Yau 的出席，更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大腸癌手術的珍貴片
段，真的大開眼界。大腸癌暫無方法預防，但可以透過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及早發現，治癒機會是相當高的，另外，亦
要謹記飲食要多纖維少肉類、無煙無酒及多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另外，講座下半部份，我們亦感謝 DK Aromatherapy 品牌創辦人及香薰治療專家和催眠治療導師 Kat Lai 的出席，傳授
我們不同香薰精油的類別及功效，如：花、水果、葉及根部類的不同效用。此外，她亦分享了如何運用這香薰精油 - 一
種既有香味亦具有治療效果的精油，舒緩「長新冠」症狀。在疫下，除了注重個人衞生外，都不妨了解一下周邊其他輔
助的良方。



中原資產管理 X 中原博立

親子理財分享會親子理財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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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育一個小朋友究竟要……？」恆生銀行早前曾公佈今時今日養育一個小朋友
需要 600 萬元。

於 9 月 17 日下午，我們舉辦了「親子理財分享會」，感謝生涯規劃協會顧問及
首席培訓師 Matthew 擔任分享嘉賓，跟大家分享了用甚麼方法引導小朋友從小
學懂理財概念，從小一步步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念！而中原博立的 Larry 亦跟大家
分享了一些 2022 年第 4 季的投資前瞻！

其實在小朋友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的陪伴及關懷才是他們最寶貴的資產，「金
錢」並非全部。

中原證券 X 港專職業訓練學院

「證券及期貨從業員資格「證券及期貨從業員資格
考試卷考試卷 1、7、8 精讀班」1、7、8 精讀班」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業界對金融專才的需求一直有增無減。中原證券與港
專職業訓練學院已合作 4 年，透過其 ERB 金融財務課程，先後聘用了 10 多名由課
程中畢業的學員。公司為每屆課程畢業學員提供 3 至 5 個實習名額，實習期 3 個月，
考取執業牌照後便可正式入職。

2022 年第四季，中原證券把內部培訓課程系統化，為港專「金融證券投資證書」課
程畢業的學員提供免學費的「證券及期貨從業員資格考試卷 1、7、8 精讀班」，幫
助他們考取執業資格，通過考試並入職的港專畢業學員，公司更會提供「證券及期
貨從業員資格」考試費的全額資助。



中原金融集團

聖誕節聚餐聖誕節聚餐
一年容易又聖誕，又到大家最期待的節目 - 聖誕聚會！

聖誕派對中有著各式各樣的豐富美食，既有中式乳豬，又有西式到會，再加上壓軸的抽獎環節，人人有獎，大家食得滿足，玩得高興。

在此感謝各友好合作伙伴應邀參與我們的聖誕派對，與大家一起渡過愉快的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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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金融年度頒奬典禮 

凝心聚力 蓄勢待發凝心聚力 蓄勢待發
因著疫情緣故，中原金融 2021 年度頒奬典禮再三改期，疫情趨緩，終於在 2022 年 8 月 30 日 ( 二 ) 順利舉行。於頒奬典禮中，
除了頒發獎項獎金外，管理層更感謝同事們於過去一年的付出及努力，隨著疫情過去，大家對未來一年充滿期望，讓我們一同「凝
心聚力 蓄勢待發」，積極向新一年進發。



投投是道
二零二三年 上半年09

2022 年樓市回顧

2022年，香港樓市經歷了2008年以來最大按年跌幅，截至12月18日，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年初至今下跌約15% (圖一)。
首先，年初本港爆發第五波疫情，美聯儲在 3 月亦開始其極度進取的加息行動，令與供樓相關的本港一個月同業拆息
由年初 0.149% 大幅上升至現時 4.38%，最優惠利率亦在第三季開始上調。另外，本港年中人口比去年同期減少 12.2 萬，
當中淨遷移為流失 9.5 萬，顯示 2022 年很可能是 2020 年後下一個移民高峰。

圖一：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成立至今走勢

資料來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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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被以上不利因素夾擊，2022 年樓市為價量齊跌的局面，根據土地註冊處一手及二手住宅樓宇買賣合約統計
數字，2022 年首 11 個月一手住宅買賣 10,068 宗，比去年同期下跌 37.6%，二手 32,475 宗，比去年同期下跌
38.7%( 圖二 )。而成交金額方面，首 11 個月一手及二手分別是 1,070 億及 2,797 億港元，更比去年同期下跌 49.9%
及 40.7%( 圖三 )。不少人關心來年樓市會否如 2022 年下跌，還是有機會回升，以下研究部將從供求、利息和經濟
狀況因素作出分析及預測。

圖二：土地註冊處一手及二手住宅樓宇買賣合約宗數

圖三：土地註冊處一手及二手住宅樓宇買賣合約價值 ( 百萬港元 )

資料來源：土地註冊處

資料來源：土地註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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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樓市的因素

2.1	 住屋供求

在部份情況下，這些意見有一定道理，例如公屋落成量大增不可能對豪宅市場有任何影響，但在單位面積較少的
一側，公營和私營市場有一定重疊部份，例如現時居屋申請月入上限二人或以上為 66,000 港元，該收入水平的二
人家庭要負擔一個小型私樓單位相信不難，再加上不少長輩會財政上幚助家中年輕人上車，變相很多即使收入較
低的年輕人同樣對私樓有需求。另外，不少未有足夠首期的人士會選擇租住私人住宅，這些個案會影響投資私樓
的租金回報，從而影響樓價。再加上已補地價居屋跟一般私人住宅一樣可自由買賣，假如居屋供應大增，對將來
的私樓市場亦有影響。所以，在分析整體樓價走勢時，同時包括公私營房屋供求，相信是較為合適的做法。另外，
由於過往的供求失衡已經反映在現時樓價上，所以預測未來樓價升跌，只需要考慮未來新增供求。

														單位供應	

樓價走勢一般是指香港私人住宅價格的整體變化。不過，香港住屋供應並非 100% 來自私人市場，截至 2022 年第
3 季，香港家庭住戶數目約 266 萬戶，當中私營房屋約佔 143 萬戶或 53.8%，換言之，香港有約一半住宅並不在
私人市場內。收入較高人士很多時不會考慮或不合資格買入或租住公營房屋，所以很多意見認為，要掌握樓價走
勢，只需要觀察這群高收入人士的需求變化。

             公營房屋

要掌握香港房屋供應數字相對簡單，公營房屋方面，房屋局有對外公布當前至未來 6 個年度，包括房
屋委員會和香港房屋協會各項出租和資助出售單位的預測建屋量。執筆之時，最新預測為 2022 年 9
月。2022/23 年度至 2027/28 年度，預測總建屋量分別為 10,900、13,100、33,200、29,200、19,100
和 33,100 個。實際上，在千禧年代後，公營房屋建屋量一直偏低，在大部份時間每年只有約 15,000
個單位甚至更少。

             私人住宅

私人住宅方面，由於本港私人住宅由施工至落成大約需要 3 至 4 年的時間，所以研究部可以利用最
近 4 年的施工單位數量來大致預測未來 4 年的落成量。2018 至 2021 年施工量，亦即預測 2022 至
2025 年的落成量為 18,400、18,500、11,800 和 21,300 個。將公私營數字加總，2022 至 2025 年，預
測總房屋新增供應為 29,300、31,600、45,000 和 50,500 個 ( 圖四 )。

圖四：預測 2022 至 2025 年總房屋新增供應

資料來源：房屋局、中原金融研究部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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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屋需求

              新增家庭住戶數目

住屋需求方面，新增家庭住戶數目是住屋需求的主要來源。家庭住戶數目的概念來自政府統計處每月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
調查。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涵蓋全港所有陸上非住院人口，而家庭住戶的定義是以同一居所而非親屬關係作為分界，換言之，
一個家庭住戶便會佔有一個居所，所以能準確地反映住屋需求。影響家庭住戶數目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增減。就香港而言，
影響人口的因素包括自然變動 ( 出生人數減死亡人數 )、單程證持有人的移入和其他淨遷移。

             自然變動

在自然變動方面，香港的出生人數在 2012 年達到高峰，之後大幅減少，而死亡人數一直平穩向上，故近年香港的人口自
然變動一直收窄，至2019年低至3,900人，但仍為正數。惟在疫情開始後，香港的出生率由2019年前0.7%以上降至0.57%
以及 0.5%，同時死亡率由 0.65% 上升至 0.68% 及 0.69%，相信是不少人不希望在疫情間生育，及不幸染疫身故的人士，
自然變動在 2020 和 2021 年為負數 ( 圖五 )，分別減少 7,700 和 14,200 人。2021 年年中至 2022 年年中，出生和死亡人
數分別為 35,100 和 61,600 人，由於本港 2022 年仍相當受疫情影響，研究部預期 2022 年全年，人口自然變動約為減少
25,000 人，並預計 2023 年起，出生和死亡人數大致持平，人口自然變動大致保持中性。

圖五：香港人口自然變動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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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程證移入

單程證移入情況同樣受疫情影響，疫情前，香港每年單程證移
入宗數約 45,000 宗，令 2020、2021 年單程證移入宗數急降至
10,100 和 17,900 宗，2021 年年中至 2022 年年中為 18,300 宗，
研究部預計 2022 年全年單程證移入宗數維持約 18,000 宗。而
由於香港與內地即將通關，預計明年起單程證移入宗數回復至約
45,000 宗。

              其他淨遷移

其他淨遷移包括了所有單程證移入以外所有人口流動。近年由於社會運動和疫情，不少人選擇移民。2014 至 2019
年五年平均其他淨遷移人數僅為流出 840 人，顯示上述原因出現前的趨勢，其他淨遷移的長期影響大致是中性，故
預期未來數年，其他淨遷移人數主要受移民人數影響。

事實上，香港並非第一次出現移民潮，香港上一次移民潮是在 1987 至 1997 年。根據當時保安局以無犯罪紀錄證明
書 ( 良民證 ) 申請等資料估計，1986 年或以前，香港每年移居外地人數約 20,000 人，1987 年開始，這個數字急速
上升，高峰期為 1990 至 1994 年，每年移民人數約 60,000 人，至 1998 年才回落至 20,000( 圖六 )。將 1987 至 1997
年 10 年間數字，減去每年 20,000 的基本數字，估計該次移民潮規模共約 315,000 人，或 1986 年年底人口 556.57
萬的 5.66%。假如上次移民潮與今次的人口比例相約，今次移民潮人數可能接近 426,000 人。

圖六：保安局根據無犯罪紀錄證明書 ( 良民證 ) 申請等資料估計 90 年代移民數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香港的發展 (1967 至 2007) 統計圖表集

根據統計處淨遷移數字，2020 至 2021 年共 125,300 人離港，當中包括
以英國國民 ( 海外 ) 簽證計劃和加拿大救生艇計劃方式移民，和以其他
渠道離港人數。截至 2021 年第 3 季，英國國民 ( 海外 ) 簽證計劃共批
出 88,800 個，而 2021 年第二至第三季，獲批加拿大學生簽證的人數共
4,165 人。假設獲得以上簽證人士平均約 3 個月後離港，估計 2021 年底
前，以以上方式移民人數約為 93,000 人，換言之，以其他方式離港人士
則約 32,300，比例約為 3:1。2021 年第 4 季至 2022 年第 3 季，英國國
民 ( 海外 ) 簽證計劃批出 63,300 個，加拿大學生簽證約 9,800 個，加上
截至 2022 年 6 月，加拿大向香港人發放開放式工作簽證約 12,500 個，
估計 2022 年以英國國民 ( 海外 ) 簽證計劃和加拿大救生艇方式移民人數
有約 85,600 人，若以以上 3:1 比例估計，估計 2022 年淨遷移數字為約
115,000 人離港。

假設移民潮總規模為上述 315,000 人，減去 2020 至 2022 年移民數字，
估計 2023 至 2025 年仍有 74,700 人將離港，如移民潮在這 3 年內逐步
減退，估計 3 年移民數字分別為 37,350、24,900、12,450。但若假設
民潮總規模為 426,000 人，估計 3 年移民數字則為 92,850、61,900、
30,950。

人口及生命事件	   Population and Vital Events 21

移居外地的人數
Number of emigrants1.12

註釋	 ：數字為估計數字。
Note ：Figures are estimates. 

資料來源	 ：政府總部保安局
Source ：Security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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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 40年，香港的移民潮主要集中於
1990年至1994年之間。移居外地的估計人數在
1994年後一直持續下跌，2003年的人數更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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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ined.  The figure in 2003 was the lowest 
since 1981. In the recent 9 years, the estimated 
number of emigrants stabilised at around  
10 000 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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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測新增家庭住戶數目

研究部以移民潮總規模 315,000 人作為基本情境，將以上數字加總，預計 2022 年香港人口變動為減少 122,000 人，2023
至 2025 年則增加 7,650、20,100 和 32,550 人，假設家庭住戶平均人數按以往速度逐年遞減，預計家庭住戶數目在 2022
年減少 25,354 個，2023 至 2025 年則增加 22,685、27,708 和 32,843 個，家庭住戶平均人數是以過去趨勢估計，旨在包
括結婚等人口變化以外其他影響家庭住戶數目的因素。

              其他住屋需求

香港政府在 2014 年發表長遠房屋策略，及後每年發表周年進度報告。報告會估計未來十年的長遠房屋需求，當中包
括住戶數目淨增長、受重建影響的住戶、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和其他因素。住戶數目淨增長方面，研究部上述已作分
析，而其他因素，研究部則會沿用長遠房屋策略估計數字。就估計 2022 年數字，研究部根據 2021 年周年進度報告，
2022/2023 至 2031/2032 年度受重建影響的住戶、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和其他因素分別產生 65,300、127,100 和 25,900
個單位需求，即平均每年 6,530、12,710 和 2,590 個。而就估計 2023 年或以後數字，則利用 2022 年周年進度報告，平
均每年 7,240、12,750 和 2,420 個。

將以上需求數字加總，預計 2022 年住屋需求按年減少約 3,500 個，2023 至 2025 年則增加約 45,100、50,100 和 55,200 個。
對比上文預測總房屋新增供應 29,300、31,600、45,000 和 50,500 個，估計 2022 年共有約 32,800 個單位過剩，與今年
樓價明顯下跌的情況吻合，不過，由 2023 年開始，由於預期移民潮高峰已過、單程證移入等因素亦逐漸回復正常，料樓
市將回復供不應求的形勢，預計 2023 至 2025 年單位短缺約 13,500、5,100 和 4,700 個 ( 圖七 )，換言之，單以供求情況
預測，明年起計未來 3 年樓市很可能止跌回升。

               2023至 2025 年供求比較

圖七：2023 至 2025 年香港房屋新增供求比較

資料來源：中原金融研究部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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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利息與經濟狀況

香港樓價在 2010 至 2019 年 10 年期間上升了 143%，除供應長期短缺外，在 2008 年金融海嘯後，美國大舉推行寬鬆政策，
今香港利率長期維持在低位，在這 10 年間，本港實際按揭利率在大多數時間均為負數 ( 圖八 )，令買樓更有利。另一方面，
本港失業率從金融海嘯回復後一直保持在約 3 至 4% 的低位，顯示在這段時間經濟狀況大致平穩向好，亦有助推動樓價向上。

圖八：香港樓價、實際按揭利率與失業率

資料來源：中原按揭、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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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置業一般須使用按揭貸款，由於按揭貸款一般以香港銀行一
個月同業拆息 (HIBOR) 或最優惠利率 (P) 掛鉤，而港元在聯繫匯率制
度下與美元掛鉤，所以環球利息環境，特別是美國加減息，對上述利
率，以至供樓成本均有直接影響。另外，由於住宅單位是商品的一種，
與其他商品一樣有抗通脹的作用，所以實際按揭利率 ( 名義按揭利率 – 
通脹率 ) 是置業成本的指標。當實際利率愈低，理論上對樓價愈有利。 

另一方面，經濟狀況與置業意欲息息相關。由於住宅單位對很多人而言是相當大的投資，特別是供樓是長期支
出，當經濟狀況較差，個人入息減少的情況下，對置業固然會卻步，而對收入沒有即時減少的人而言，經濟狀況
差仍然增加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故同樣會打擊置業意願。另外，對持有金融投資的人而言，經濟狀況差很多時
會伴隨對資本市場的衝擊，產生負面財富效應，例如最近兩年因投資失利劈價賣樓的個案彼彼皆是，故經濟狀
況 的 影 響 實 在 不 容 忽 視。 對 觀 察 經 濟 狀 況 而 言， 最 直 接 的 指 標 固 然 是 GDP 增 長 率， 但 由 於 GDP 增 長 率 具 基 數
效應，所以較難從觀察數字直接得出結論，反而失業率大致可反映當時經濟狀況，雖然存在例外，例如疫後美
國 勞 工 短 缺 令 失 業 率 長 期 維 持 在 低 位， 但 正 常 情 況 下， 當 經 濟 蕭 條， 企 業 勞 工 需 求 減 少， 失 業 率 一 般 會 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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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過住 P 利率變化，上一次 P 大幅上升是 2004 至 2006 年美國加息周期，當時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加至 5.25%，而以
「細 P」為準，P 利率則上升至 8%。不過，在 2015 至 2019 年最近一次加息周期，情況已大大轉變，當時聯邦基金利
率最高至 2.25 至 2.5，然而 P 利率則只上升 0.125% 至 5.125%，事實上，近年 P 利率對美國加息敏感度大不如前，主要
是 2008 年後環球量化寬鬆，香港銀行體系累積了大量流動資金，上述 2004 年加息周期，當時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只
有不足 20 億港元，但在 2015 年開始加息前，總結餘累積 4,260 億。而是次周期，在去年開始加息前 4,570 億，經過一
年大幅加息，大量港元流出後，仍有 962.5 億。事實上， P 利率由開始加息至今亦只由 5% 上升至 5.625% ( 圖九 )。根
據美聯儲最新點陣圖預測，目前預期 2023 年底利率峰值為 5.1%，換言之，則 2023 年僅加息 1 厘，以此預料，P 利率
最終可能只上升至 6% 左右止步，無可否認，如 P 利率為 6%，名義按揭利率將接近 4%，以香港目前 2% 以下通脹計，
實際按揭利率必然為正數，對樓市不利，但考慮到 2022 年樓市跌幅某程度上已反映大幅加息的事實，在這個基礎上，
額外的影響相信只會較溫和。

圖九：香港最優惠利率、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目標中值與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走勢

資料來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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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美國激進加息，當前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已達 4.25 至 4.5%，帶動本地拆息上升，執筆之時，香港一個月
HIBOR 為 4.38%。以市面上常見按揭計劃 H+1.3% 封頂 P-2.25% 計算，現時 H 按揭利率已大大超出封頂利率，所以接
下來的重點是美國如持續加息，會如何影響本港 P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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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香港目前失業率為 3.7%，整體而言與疫前相差不遠，不過，由於不同行業受疫情所影響的程度不同，仍可
見部份行業失業率比疫前仍要高，當中最受影響包括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以及建造業。香港自疫情初期已無法與
內地以及國際正常往來，來港人數銳減，加上本地居民收入減少，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這類對經濟周期敏感的行業
大受影響，而建造業由於經濟活動減慢，各項工程需求大減，令業內失業率大幅上升。原本 2021 年底行業有好轉跡
象，不過，2022 年年初本地爆發第五波疫情，兩個行業失業率至今仍在 5% 及 5.3% ( 圖十 )。但以另一個角度看，隨
2023 年內地及本港已大幅放寬防疫措施及入境限制，經濟活力及人員流動性必然會大幅改善，上述兩個行業就業人數
分別為 51.5 萬及 33.6 萬，合共佔本港就業人口 23.5%，有關失業狀況代表本港失業率仍然有明顯下調的空間，對樓
市利好。

圖十：香港以行業劃分失業率 (%)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綜合以上各方面，研究部預期 2023 年由於移民潮開始減退、單程證來港人數回升，樓市將
重回供不應求局面。美國加息將持續推高本港按揭成本，但影響較為溫和，2023 年內地經
濟重啟亦有助本地經濟轉好，令市場重拾置業意欲。總括而言，研究部預期 2023 年香港樓
價將溫和回升，而 2025 年或之前，供不應求局面相信亦很難被打破，樓市供求長遠要回復
平衡，增加供應仍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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