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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財政懸崖迫近 各國貨幣「靠唔住」

金價明年上望2000美元

經貿訊息責任編輯：劉理建

投資者押注美國總統奧巴馬成功連任後將沿用當
前政策，財政懸崖問題也促使市場人士擔憂美

國經濟增長可能面臨新的阻力，加上歐元區經濟前景
的擔憂也提升了金價。此外，近一個月來金價的跌勢
引發了對實物黃金的逢低買盤，尤其是在亞洲，印度
今日起為期5天的排燈節假日，導致印度對黃金需求強
勁增長。
同時，市場人士預計中國今年黃金需求將增長1%達

到創紀錄的860噸，將取代印度成為世界上最大黃金消
費國。此外，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正購買黃金以防
範因美國量化寬鬆措施實施而導致的美國國債貶值風
險，中國現在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

華或大手買金防美債貶值
財經分析員黃偉康表示，基於全球各國經濟都有不

同程度的隱憂，市場對貨幣信任度減低，美元及歐元
相繼貶值，令黃金價格獲支持，金價經過早前回落

後，已重拾升浪。

黃偉康料年底金價1800美元
奧巴馬連任美國總統後，民主黨與共和黨就財政懸

崖問題於未來一個月的爭拗亦引起關注，若爭拗克
制，年底前金價料於每盎司1,800美元左右徘徊，明年
第一季美國財政問題解決後，資金會再度流向商品及
股票市場，到明年第二季金價應有望上升至每盎司
1,900美元至2,000美元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丁苗、郭倩倩

北京報道）「在發展現代農業進程中，需要
盡快建設一批與之相配套的國家級農產品批
發市場，搭建起大生產與大市場對接的國家
級平台。」農業部副部長陳曉華與甘肅省副
省長冉萬祥昨日於北京簽署農業部和甘肅省
政府共建國家級定西馬鈴薯批發市場備忘
錄。陳曉華說，定西馬鈴薯批發市場是農業
部啟動建設的第三個國家級農產品批發市
場，是為了促進馬鈴薯主產區實現專業化、
標準化、規模化、集約化，形成貿工農一體
化的試驗示範區。

農業部加力扶持產業發展
陳曉華強調，農業部將加大對定西馬鈴薯

產業和馬鈴薯批發市場的扶持力度，同時進
一步加強指導服務，幫助市場改進管理、完
善功能，確保市場規範運行、健康發展，充
分發揮對馬鈴薯產業的龍頭市場作用。
甘肅省副省長冉萬祥在發佈會上告訴記

者，在定西建設國家級馬鈴薯批發市場，打
造馬鈴薯物流集散中心、價格形成中心、信
息傳播中心、科技交流中心和會展貿易中
心，形成與馬鈴薯生產佈局相適應的現代流
通佈局，將提升馬鈴薯產業的核心競爭力，
促進甘肅現代農業的發展。

甘肅力促現代化經營體系
冉萬祥介紹，甘肅以科技為支撐，大力調

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其中馬鈴薯種植規
模正在不斷擴大，目前已經超過1,000萬畝，
年產量達到1,300萬噸以上。甘肅將把這些優
勢產業做大做強，建立循環高效的生態農業
模式，形成現代化的經營體系。
甘肅定西市是內地馬鈴薯三大集中產區之

一，2011年種植面積324萬畝，位列內地地
級市第二位。同時，也是內地最大馬鈴薯脫
毒種薯生產基地以及重要的鮮薯銷售基地和
澱粉加工基地，承擔 甘肅及周邊青海、寧
夏、陝西等省區馬鈴薯集散功能。今年4月
27日，「定西馬鈴薯」商標被國家工商總局
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內
地樓市回暖，長實於北京順義中央
別墅區的「譽皇殿」二期於11月3
日再度加推50套大宅，再次於90分
鐘內沽清，平均價每平米較首批輕
微上調3%，最高均價近每平米3.5
萬元（人民幣，下同）。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表示，

此盤開售首2周已沽出100套大宅，
套現逾10億元，買家絕大部分均為
城中商賈名流。「譽皇殿」二期今
年的銷售已達標100伙，期望本月
內再提價3%至5%加推，售價會升
至平均每平方米3.5萬元。
此外，嘉里於秦皇島「海碧台」

住宅項目於9月底開售以來，第一
期推出300多個單位，面積介乎58
至355平方米，至今已有逾百個單
位獲認購，預計2015年交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通訊員 劉雲傑、宋小雪

廣饒報道）泰然集團東營正和木業有限公司與沙特（亞洲）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進行了簽約，標誌 該公司上市程序正

式啟動，預計將於明年第三季在香港上市，為公司的發展

壯大奠定了基礎。

藉上市提升品牌及影響力
據悉，正和木業公司位於山東省廣饒縣，是財政部「政

府採購綠色清單企業」，目前集團公司已申請發明專利、

新型專利技術20餘項。同時還擁有山東省農業龍頭企業、

山東省林業龍頭企業、山東省高新技術企業等稱號。公司

負責人介紹，上市後該公司利用資本市場推動企業實現規

範發展，使企業獲得長期穩定的資本性資金，同時提升企

業的品牌價值和市場影響力，實現公司股權的增值。

近年來，廣饒縣推進企業上市進行資本市場直接融資，

已成為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該縣企業上市梯次格局已初

步形成。

永泰集團明上半年上主板
除正和木業外，目前，山東金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相關材料已報證監會發行監管部預審；山東永泰集團與香

港匯富證券公司進行合作，於10月16日舉行了在香港主板

上市啟動儀式，現已完成上市前財務準備階段，力爭明年

上半年實現在香港主板上市；山東榮豐食用菌有限公司與

國泰君安證券簽訂合作協議，力爭明年下半年實現在深圳

創業板上市；山東秦恆科技有限公司與北京德和衡律師事

務所簽訂保密協議，現已完成盡職調查，力爭2014年在深

圳中小板實現上市；山東維爾斯化工有限公司與香港時富

融資有限公司簽訂保密協議，現已完成盡職調查，近期將

正式進入上市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奧巴馬連任

美國總統，財政懸崖問題促使市場人士擔憂美

國經濟增長可能面臨新的阻力，加上印度和中

國對黃金的強勁需求帶動，黃金期貨上周五走

高，12月黃金期價收於每盎司1,730.86美元，

比前一交易日上升0.28%，上周累計上漲

3.3%，為自1月20日以來最大單周漲幅。分析

認為，市場對貨幣信任度減低，黃金價格於明

年第二季有望上升至每盎司1,900至2,000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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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副部長陳曉華（簽約席右）與甘肅省副省長冉

萬祥（簽約席左）在京簽合作。 郭倩倩 攝

■金價上周升3.3%，為1月20日以來最大單周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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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機場託管甘肅機場

河南下月赴韓辦洽談會

滬外灘金融業逆勢增長

西咸空港新城建維修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鄭州報道）記者從河南
省商務廳了解到，河南將在12月18日至23日在韓國
首爾舉辦2012中國（河南）—韓國合作交流洽談
會。
據介紹，本屆洽談會總規模300人，其中韓方200

人。活動內容包括：舉辦中原經濟區投資說明會暨項
目簽約儀式，組織考察韓國有關企業和開發區；舉行
中原經濟區和省內韓國工業園區項目對接活動。各省
轄市將啟動項目對接和簽約項目準備工作，派出小分
隊赴韓資企業集中的東北地區、長三角地區、珠三角
地區和山東省開展拜訪和項目對接。

三門峽首辦特色商品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鄭州報道）從河南省工

業和信息化廳了解到，首屆中國特色商品博覽交易
會將於11月23日至28日在三門峽市舉辦，並將三門
峽作為永久會址持續舉辦。
根據日程安排，首屆特博會將舉辦中國特產名牌產

品發佈會、中國商業企業家活動日、特色商品展覽交
易會、特色產業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對接會、中國特色
商品名城奠基、黃河金三角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發展
論壇、中國特色產業國際發展論壇等活動。

南昌60億建「無水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融雪、實習記者 吳文倩

江西報道）江西南昌投資60.4億元人民幣建設中部最
大「無水港」。記者獲悉，南昌向塘鐵路－公路樞紐
型物流基地將於明年年底建成並投入運營，基地佔
地面積約5200畝，分三期建設完成，建成後可吞吐
貨物2,000萬噸。
該物流基地按照「城內大市場，城郊大物流」的

宗旨，在將原來市內的青雲譜貨場外遷至市郊的向
塘的基礎上，擴建而成。

吉林白城長安機場開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作為吉林

省「一主四輔」機場建設格局中重要組成部分的白
城市長安機場近日正式奠基，計劃於2014年8月竣工
投入運營。
白城長安機場項目計劃總投資4.54億元人民幣，

近期規劃佔地2,157畝，機場跑道長2,500米，航管樓
面積600平方米，停機位3個。初步設計開通白城到
長春、瀋陽、北京、哈爾濱、大連等地航線，設計
目標2020年旅客吞吐量30萬人次，貨郵吞吐量700
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菁 上海報道）上海市第二屆
「外灘金融法律論壇」日前在上海半島酒店舉行，來自上
海金融界、法律界以及實務部門的專家學者，以「新黃
浦、新金融」為主題，聚焦金融業的「融資」功能，發表
見解和建議。本報在論壇獲悉，儘管今年證券業遭遇滑
坡，形勢嚴峻，但上海黃浦區的信託業、資產管理、股權
投資等業務增長都超過20%，有些行業還超過50%。

區級財政收入增長10%
據了解，作為金融發展的沃土，上海外灘金融集聚帶及

周邊地區已集聚各類金融機構600餘家，今年又新增60餘家
金融機構，其中很多是金融行業的領頭企業。此次論壇的
第一副主任、上海市黃浦區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江錫洲接
受本報採訪時表示，黃浦區今年金融業發展整體勢頭良
好，截至今年10月，金融業實現的區級財政收入增長
10%，金融業已經成為拉動黃浦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大支

柱產業。
外灘金融

集聚帶 力
發展新金融
業態，打造
資產管理中
心、資本運
作中心和金
融專業服務
中心，包括
律師服務業在內的金融專業服務不僅僅是金融業的配套服
務，本身也是金融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發展勢
頭迅猛。據了解，從2009年至今，律師事務所從不足1,000
家增至1,152家，律師數量從1萬餘名增至近1.5萬名。2009
年至2011年間，全市律師服務收入從49億元（人民幣，下
同）增至70億元，律師服務人均收入內地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朱世強、實習記者 王

一婕 蘭州報道）甘肅省政府與西部機場集團
公司日前在甘肅蘭州簽署關於天水、甘南、隴
南、平涼等機場委託管理合作協議。至此，西
部機場集團所轄機場達到17個。根據協議，西
部機場集團公司決定在蘭州設立「西部機場集
團甘肅分公司」。
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甘肅省省長劉偉平，

陝西省委常委、副省長江澤林，甘肅省副省長
郝遠，蘭州軍區空軍副參謀長劉廣彬等出席簽
約儀式。甘肅省交通運輸廳廳長楊詠中與西部
機場集團董事長何喜奎代表雙方簽字。
江澤林表示，近年來，陝西、甘肅兩省合作

領域不斷擴大，合作層次逐步提升，實現互利
共贏、共同繁榮。此次簽署的戰略協議，是兩
省在民航領域的一次深化合作，對於密切兩省
經濟社會交流、增強關－天經濟區全國內陸型
戰略高地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

西部飛機維修基地是西北地區具有
唯一性的飛機維修領域的標誌性

項目，是空港新城臨空特色支柱產業，
建設第四代國際空港城市的重要載體。

規劃面積25平方公里
按照《空港新城西部飛機維修基地發

展規劃》，基地總面積25平方公里，預計
到2015年，總投資超過80億元，工業總
產值達到240億元，建成區達到2平方公
里；到2020年，總投資超過300億元，工
業總產值達到800億元，建成區達到6平
方公里，到2022年，工業總產值將達到
千億元。
西咸新區管委會副主任、西咸新區空

港新城管委會主任王學東在會上發言
指，基地的定位不僅僅是維修，而是瞄
準中國西部航空產業發展的重大戰略平
台，空港新城發展飛機維修產業具有得
天獨厚的優勢，並將致力於創造更加優
越的投資發展環境。

目標第四代空港城市
空港新城作為大西安乃至全省外向型

經濟發展的重要門戶，擁有陝西省內唯
一的國家一類對外開放口岸、西北地區
最大的航空物流樞紐和國內功能最完善
的空港綜合保稅區。總體目標是要建設
成為臨空特色鮮明的國際化、人文化、
生態化、智慧化的第四代國際空港城

市，形成臨空產業高度發達，信息、技
術、資金等門戶要素完備，藉空港聯繫
全球的重要經濟區。
來自政府、國內外航空公司及維修企

業、航空材料供應商、飛機設備和零部
件製造商等在內的近300名政要專家、行
業精英齊聚一堂，共同探討中國民航產
業發展趨勢，為航空維修業建言獻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日前在陝西省西安舉行的

2012年中國航空維修峰會（MRO China 2012）上，西咸新區空港新城

西部飛機維修基地發展規劃正式發佈。該基地總投資超過300億元（人

民幣，下同），預計工業總產值將達到千億元，旨在打造世界級航空科

技創新產業基地、國產航空器營運和服務保障中心，形成國內首批航空

器維修產業集群。

■西咸新區管委會副主任、西咸新區空港新城管委會主任王學東表示，基地定位是

瞄準中國西部航空產業發展的重大戰略平台。 記者熊曉芳 攝

■上海黃浦區

金融辦主任江

錫洲表示，金

融業已成為拉

動黃浦經濟社

會發展的第一

大支柱產業。

上海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