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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首都堪培拉
東北面米切爾工業區一棟存放大量化學品的化工
廠，當地時間前晚發生爆炸(見圖)。爆炸時火焰濃
煙衝向半空數百米，人們在數公里外都能看見。當
局指工廠沒洩漏化學品，但擔心濃煙有毒，一度疏
散方圓10公里的居民，並為安全起見，停課一天。

目擊者稱，事發時感到房屋和窗戶震動，有人聽
到20至30聲爆炸聲，部分居民還以為該市被轟
炸。目前暫無傷亡報告，當局稱火勢已受控。爆炸
原因仍在調查中。 ■新華社

澳化工廠爆炸噴毒煙

南美洲秘魯沙漠上巨大的納斯卡「地畫」令人嘆為
觀止，原來中東亦有類似奇觀，而且數以千計，從敘
利亞延伸到沙特阿拉伯，大部分是由石頭或土壤堆積
而成的車輪圖案，考古學稱之為「車輪」(見圖)，可追
溯至2,000年前。由於圖案只能從空中看到，故民眾幾
乎都蒙在鼓裡。

研究人員藉新衛星繪圖技術，加上約旦的航空攝影
計劃，發現比以前更多的中東納斯卡線，甚至比秘魯
更廣泛、年代更久遠。這些石頭「車輪」內部有輪輻
向外擴散，其他圖案還包括風箏、懸吊裝置與圍牆，
在地表蜿蜒好幾百英尺，卻顯然沒實際用途。

這些圖案通常出現在熔岩平原，有單獨存在，有結
集成群。在沙特，有些線條呈矩形，與「車輪」大異
其趣；部分輪輻則與當地的日出及日落方向一致。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每日郵報》/中央社

中東現數千納斯卡「車輪」

戀腳無罪。但美國阿肯色州康韋警方正追捕1名愛吸
吮女人腳趾的男子，因為他的行為可能已構成襲擊
罪。

警方上周六接報，一名男子接近在家前的83歲老婦
哈里斯老太太，說喜歡她的腳，然後脫掉她一隻鞋，
開始吮她的腳趾，看到其他人在附近隨即離開。一名
女子周二也報稱，上周六逛街時遭男子盯 ，之後他
表明有戀腳癖並想吮她「又長又多汁」的腳趾。

早於1990年代，當地曾出現一名被稱為「吮腳仙子」
的戀腳癖男，警方不排除最近這名男子就是他。

■路透社

美警緝捕吮腳趾怪漢

近日，尼日利亞不少手機用戶紛紛收到一條短訊，
警告人接聽號碼「09141」的來電會致死。政府趕緊出
面闢謠，指這荒誕無奇，稱「只有傻瓜才會上當」。

該國此前亦有過轟炸短訊傳言，另有謠言指季節性
沙暴形成的酸雨會灼傷人。民眾教育水平偏低、對政
府缺乏信任，助長謠言傳播。 ■《每日郵報》

尼國「奪命凶鈴」
傳一聽即死

墨西哥近美
國邊境一座天
橋下，周二吊

兩具血肉模
糊的屍體 ( 見
圖)，旁邊一
塊 署 名 「 Z 」
的 告 示 上 寫
道：「別在網
上胡說八道，
不然下一個就
是你。」據悉

「Z」是墨國最
猖狂的販毒集
團Z黑幫，此舉是要報復兩人在網誌批評販毒集團。

一男一女死者年僅20出頭。女死者上半身赤裸，手
腳被綁在橋邊，內臟被開膛挖出；男死者雙手綑綁，
右肩傷至見骨。

由於傳統媒體「被掩口」，網誌成為墨國人揭發販毒
黑幕的主要渠道。告示上警告的社交網站Al Rojo Vivo
和Blog del Narco是該國最受歡迎的緝毒網站，前者事
後刪除所有文章，以防發布者個人資料被追蹤到。

■路透社/《每日郵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墨毒販吊死「多嘴」男女

《星戰》行星現身

歐元兌美元匯價本周初在1.3500附近獲得顯著支持
後，其走勢已迅速有所回穩，並且更於周四時段往上反
彈至1.3935附近才開始遇到較大阻力。由於市場在憂慮
希臘將可能出現債務違約的影響下，歐元兌美元已逐漸
從本月初的1.43水平反覆下滑至本周初的1.35水平才能
暫時穩定下來，但隨 意大利已通過新一輪540億歐元
的緊縮開支法案以及歐盟主席巴羅索表示將會提出歐元
區共同債券的選項後，投資者已較為傾向先行回補部分
歐元空倉盤獲利，因此歐元兌美元的反彈幅度遂得以向
上擴大至1.39水平。雖然德國依然是不同意歐元共同債
券的構想，但受到歐洲央行以及多家央行聯手提供美元
流動性之後，歐洲銀行業的美元融資壓力將會有所紓
緩，該情況將有助歐元匯價的進一步反彈。

觀望美聯儲局會議結果
另一方面，德法兩國領導人表明支持希臘留在歐元

區之後，投資者將觀望本周五舉行的歐元區財長會議
的結果。雖然市場已認為今次歐盟財長會議將不會對
救助希臘達成有效協議，但因為美國總統奧巴馬將於
下周一發表削赤計劃，而美國聯儲局亦將於下周二及

周三連續兩天舉行會議，因此當市場的關注重點逐漸
移向聯儲局的會議結果之際，投資者於近日已明顯是
暫時不願把歐元匯價往下推得過低，這將有助歐元匯
價的進一步反彈。

此外，歐元兌日圓交叉匯價本周初在下滑至103.90附
近的10年來低位後，已逐漸往上作出反彈，並且更一度
於本周四反覆向上挨近至107.00附近才開始遇到較大阻
力，這亦有助歐元兌美元的反彈。由於歐元兌美元匯價
近日在1.35水平已是明顯獲得頗強支撐，再加上歐元兌
日圓交叉匯價又逐漸有所反彈，故此預料歐元兌美元將
反覆走高至1.4000水平。

紐元反彈展開直指84美仙
紐元匯價在本月初連番受制於85美仙水平後，其走勢

已是持續趨於偏弱，在先後跌穿84及83美仙水平後，更
一度於本周初反覆下滑至81.20美仙附近。今次紐元的跌
幅能進一步向下擴大至81美仙水平，除了是受到紐國央
行於本周宣布維持紐元利率不變之外，市場憂慮希臘可
能出現債務違約並導致歐元匯價大幅下跌至1.35美元水
平，該情況亦是引致商品貨幣於近日一度處於偏弱走勢

的原因之一。但隨 歐元於近日已逐漸向上作出反彈的
帶動下，預期紐元匯價將會續有反覆上調空間。

由於紐國央行已暗示不會急於緊縮其貨幣政策，再加
上歐美經濟仍有下滑風險，因此紐元於下半年的升息機
會已有所下降。但受到聯儲局仍可能推出新措施以刺激
美國經濟的情況下，不排除紐元匯價稍後將會逐漸受惠
於美元的偏弱表現，而且聯儲局於下周有議息結果之
前，紐元的反彈幅度將可能會進一步有所擴大，故此預
料紐元將反覆走高至84.00美仙水平。

金價調整後料轉炒上落
周四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12月期金收報1,781.40美

元，較上日下跌45.10美元。金價本周初未能持穩於
1,850美元之上後，已持續遇到獲利沽壓，再加上金價在
顯著失守1,800美元水平後，又進一步加劇其跌勢，因此
12月期金於本周五已一度反覆下滑至1,765.40美元水
平。在美國聯儲局於下周有會議結果前，預料現貨金價
將暫時徘徊於1,750至1,800美元之間。

巴西減息意外■
■拉美基金吸引

貝萊德投信基金透視

消費股基金行情升溫

馮 強金匯動向

思捷環球(0330)日前公佈今年上半年業
績，受店舖關閉作出的16.56億港元撥備
金額所影響，期間淨利倒退98%至7,900
萬港元，公佈當天思捷股價大跌18%，
並以接近全日低位收盤。由於思捷主要
業務收入來自歐美，是否意味 消費板
塊股正步入寒冬？

據基金經理表示，美國消費者信心跌
落到兩年多來最低點，歐元區企業與消
費者信心也掉到15個月來最差，加上就
業市場疲弱與經濟前景不佳，嚴重影響
歐美居民可支配收入與消費情緒，對以
歐美消費市場為出口對象的相關消費板
塊股確是抹上陰影。

內地內需消費穩步向上
不過德銀的統計則顯示，亞洲私人消

費佔GDP比重平均約為50%-60%，而內
地公佈最新的零售消費增長率仍維持
17%，代表內需消費仍穩步向上。

比如佔近三個月榜首的瑞銀亞洲消費

股基金，主要是透過持有日本以外亞太
消費類公司股票，以達致長期資本增
長。

該基金在2008、2009和2010年表現分
別為-52.8%、113.45%及19.33%；其資產
分佈為98.61%股票、0.78%債券及0.61%
現金；而基金平均市盈率和標準差為
17.1倍及31.63%。

瑞銀亞洲消費股基金的行業比重為
51.58%周期性消費、30.5%防守性消費、
3.82%工業、2.98%科技、2.1%健康護

理、1.74%金融服務及0.41%房地產；而
其地區分佈51.26% 已發展亞洲、48.52%
新興亞洲和0.23% 拉丁美洲；至於該基
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5.03% Hyundai
Mobis、4.63%ITC Ltd.及4.18%利豐。

據彭博的統計，9月上半個月，相對於
道瓊STOXX 50指數約9%跌幅，摩根士
丹利新興亞洲指數的約7%跌幅，在亞洲
內需消費增長看俏、通脹疑慮消退及經
濟體質相對健全下，第四季內需消費股
有望表現更佳。

空倉盤回補 歐元反彈

經歷環球金融市場上月的大

波動洗刷後，消費股基金近一

個月以平均0.83%的漲幅，處於

期間行業基金榜的中游位置；

此外，受惠於新興經濟體消費

支撐，相關板塊股止跌回穩，

近一周則以平均0.04%的微利漲

幅，進佔期間行業基金榜第三

位。投資者若憧憬「金九銀十」

的消費心理會為這個板塊的消

費股股價提供支撐，現階段不

妨收集相關基金建倉。

■梁亨

消費股基金回報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瑞銀亞洲消費股票基金 -5.97% -3.26%
法巴L1全球基本消費品股票基金 Inc -6.91% -2.53%
ING (L)消費品投資基金P  Cap -7.81% -8.53%
荷寶全球消費新趨勢股票 D -7.93% -2.64%
富達中國消費動力基金 A -8.13% -
恆生消費行業動力基金 A1 -9.52% -16.54%
摩根富林明環球消費主題基金A (acc) USD -14.23% -14.67%

投資投資 攻 略

巴西央行在8月31日盤後宣布降息兩碼（0.5
個百分點），從原先的12.5%調降至12%，出乎
市場預期，彭博社調查62位市場分析師，原
本預估巴西利率在8月底將按兵不動，但巴西
卻意外降息，代表此波升息循環告一段落，
也象徵過去壓抑股市表現的貨幣調控政策終
止，市場解讀此對拉丁美洲股市為正面訊
號。

巴西意外降息，主要是因為歐美衰退風險
升高，轉移巴西央行對通脹的注意力。受美
債及歐債惡火延燒，全球市場波動，經濟成
長出現放緩跡象，也導致巴西原本降溫經
濟、打壓通脹的貨幣政策急轉彎。貝萊德拉
丁美洲基金經理人韋能特（Will Landers）認
為，巴西擁有高存款準備金率及高利率，隨
時可以透過降息等手段刺激經濟成長。

韋能特也指出，如果回歸基本面，當全球
資金尋找股價被過度低估的市場時，今年來
表現落後的拉丁美洲股市將特別突出，從價
值面的角度來看，拉丁美洲依然非常吸引
人。

市盈率低於長期平均
巴西從2010年4月起啟動升息循環，今年以

來更是5度升息以壓抑通脹，連帶壓抑巴西股
市表現，巴西及拉丁美洲股市成為今年來全
球表現最差的市場之一。但經歷8月一波大
跌，拉美投資價值再度提升，預估12個月市盈
率9.41倍已低於長期平均，而且本波跌深後反
彈再修正的幅度已逐漸縮小，指數回測並未
破前低，顯示技術面及評價面上已偏正向。

解讀巴西降息，可發現巴西央行擔心全球
經濟衰退的風險高於通脹。通脹也是影響今
年股市表現的因素之一，不過，巴西央行在
還未見到通脹年增率回落便進行降息，顯示
有把握能控管通脹。除了巴西之外，墨西哥
也在8月26日暗示不排除降息。

可吸引資金回流股市
按照歷史經驗，巴西在歷次降息期間，均

具有引導資金回流股市的效果，並激勵股價
走揚，以2005年8月那一波降息循環為例，巴
西利率由19.75%一路調降至11.25%（至2007
年9月14日），降息幅度高達8.5%，降息循環
期間巴西聖保羅指數大漲超過1倍。如今，貨
幣政策調控終止，壓抑股市的因素淡化，預
期股市氣氛可望反轉，有利於股市未來表
現。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兌美元將反覆走高至1.4000水平。

紐元：紐元將反覆走高至84.0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徘徊於1,750至1,800美元之間。

■30年前的《星戰》中，「天行者」在故鄉星球「Tatooine」遙望雙日落。 網上圖片

雙重日落成真

該雙星系統位於天 鵝座。行星「開普勒-
16b」圍繞1.05億公里外的兩顆恆星運

行，軌道周期為229天，相當於金星環繞太陽的
軌道，但兩顆恆星的質量分別只有太陽的69%
和20%。

零下101度 難以住人
與「Tatooine」不同，「開普勒-16b」是氣體

行星，表面溫度僅得攝氏零下73度至零下101
度，難以孕育生命。

美國加州搜尋外星文明研究所(SETI)天文學

家日前用美國
「開普勒」太空
望遠鏡，觀測
到兩顆恆星互
相遮擋時出現
的「日食」現
象。與眾不同
的是，在「日
食」之外，兩
顆恆星的亮度
也會降低，這不規則現象反覆出現，意味在雙
星之外還有第3個星體，亦即「開普勒-16b」。
天文學家再根據恆星亮度變化，推算「開普勒-
16b」對它們的引力，從而歸納其特徵。明年6
月「開普勒-16b」將再度遮擋恆星，屆時天文
愛好者可用望遠鏡一窺其身影。

今次發現於前日發表在美國新一期《科學》
雜誌上。科學界此前已發現雙星系統，但這是
首次確認有行星在其中運行。「開普勒」項目
首席科學家博魯茨基表示，銀河系大部分恆星
都處於雙星系統，在雙星附近發現環繞它們運
行的行星，令太陽系外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大
增。 ■路透社/法新社/《每日郵報》

■「開普勒-16b」是氣體行
星，大小如土星。 法新社

經典科幻電影《星球大戰》中，「天行者」路克在故鄉星球「Tatooine」遙望兩個

太陽，成為星戰迷心中的經典場面，如今電影橋段竟然成真！科學家首次發現在地

球200光年外，一顆土星般大小的行星圍繞兩顆恆星(即太陽)運行，認為在行星上可

飽覽雙重日落的奇景。

■「開普勒-16b」(黑點)前雙日落。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