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程 實習記者 劉思逸

長沙報道）定於12月19日，在香港國際會議中
心舉辦的「綠色湖南」香港經貿活動推介會，

「松雅湖遊艇會」作為長沙縣唯一推薦項目，
將在會上與霍英東集團正式簽署框架合作協
議。

據悉，該項目由香港霍英東集團投資開發的
廣州南沙遊艇會和湖南方和廣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直接投資、經營管理。將投資1億元(不含徵
地費)，用3年的時間建成湖南首家國際化遊艇
俱樂部。遊艇經濟是高附加值的經濟活動，被
稱為「漂浮在黃金水道上的商機」。

預計明年8月試業
作為全省最大的生態濕地湖泊，長沙縣松

雅湖水域面積達6000畝，有 極為優越的自
然條件。同時，長沙縣縣域經濟展現出的強
大實力和不斷提高的國際化水平，使松雅湖
湖區擁有了得天獨厚的發展遊艇業的外部環
境。這些讓松雅湖贏得了遊艇會項目投資方
的青睞。

據介紹，該項目建設期為36個月。預計2013
年8月，「松雅湖遊艇會」正式開業進入試營
業階段。該項目建成後將填補湖南長沙及長沙
縣遊艇事業的空白，提升長沙縣城市形象，帶
動周邊高中檔消費產業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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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搭建11家小額貸款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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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產業成內需新引擎

第一金投信基金透視
馮　強金匯動向

美國總統大選定調及中國十八大
後政局穩定，美、中政治塵埃落
定，有助市場回歸基本面，加上全
球央行採取寬鬆貨幣政策，景氣回
溫及貨幣政策放鬆對資源類股可謂
雙重利多。

第一金全球資源基金經理人葉端
如表示，全球資源有限但需求卻是
無限擴大，而今美、中市場總體經
濟數據已見回溫，美國房市市況好
轉、感恩節假期買氣升溫，中國製
造業產業動能回升至溫和擴張，新
一屆領導人上任更將加速「十二五」
規劃進展，主要市場景氣及政策同
步走多，料將推升民眾對於生活資
源的需求，包括能源、黃金、農
業、礦業等資源類股，2013年行情
看好。

經濟回暖及量寬有利
葉端如指出，在全球景氣復甦局

勢下，對景氣循環敏感較高的能源
及基本金屬受惠較大。觀察原油市
場，產量呈現下滑趨勢，但需求卻
是不斷提升，市場供需吃緊可望支
撐油價持續走升，此外，中東地緣
政治緊張亦強力支撐油價表現。

黃金商品是不確定年代下的最佳
避風港，全球央行競相印鈔，加上

成熟國家負債龐大，近年來新興國家央行外匯
存底持續增持黃金；另外，全球主要央行實施
寬鬆貨幣政策，弱勢美元有助黃金市場買盤。

農金產業在民以食為天、吃省不得的觀念
下，糧食需求持續擴大，尤其新興市場人口激
增且新崛起的新富人士不僅要求吃得飽，更要
吃得好，市場需求有增無減，然全球耕地面積
短缺且氣候異常，讓農作物供給趕不上需求。

中國基本金屬需求大
至於在基本金屬市場部分，中國是全球基本

金屬的需求大國，中國對部分金屬的需求佔全
球市場的40%以上，而目前中國經濟動能在第
四季已看到明顯復甦，加上中國政府將城鎮化
及基礎建設列為「十二五」規劃重點要項，隨

中國市場再度興起，基本金屬需求不看淡。
整體來看，全球景氣回升及新興國家經濟快

速崛起，將大幅推升資源的需求，市場需求殷
切亦將提振商品價格表現，尤其在大環境寬鬆
情勢未變下，充沛的市場資金將湧入資源商
品，建議投資人布局油金農礦，以掌握全球資
源的長期投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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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本周初在1.2885美元附近獲得顯著
支持後，其走勢已持續趨於偏強，在先
後重上1.29及1.30美元水平後，更一度於
本周五反覆走高至1.3120美元附近的1周
多高位。雖然歐洲央行上周討論降息的
消息曾引致歐元一度於上周反覆下挫至
1.2875美元水平，但隨 德國於本周公布
的ZEW企業景氣判斷指數從11月的負15.7
勁升至12月的正6.9之後，該數據已顯示
德國往後的經濟表現將未必會過於轉
弱，故此歐洲央行將可能不會急於作出
降息行動的影響下，預期歐洲央行於下
周四以及下月10日的政策會議上將會繼
續保持歐元利率不變，將略為有助歐元
的短期走勢，故此預期歐元將會續有反
覆上調空間。

希臘終獲批貸款 紓債務憂慮
另一方面，歐元區財長同意向希臘發

放總數約490億歐元的援助貸款後，市場

對希臘債務問題的擔憂已是有所紓緩，
再加上歐盟27國財長亦已對單一銀行業
的管理達成協議，並且可能於2014年實
施，因此投資者認為歐洲銀行業在往後
出現危機的機會亦將會相應降低的影響
下，歐元所受到的下調壓力已是逐漸下
降，該情況將有助歐元於稍後進一步向
上衝破過去3個月以來位於1.3120至1.3170
美元之間的主要阻力區。此外，在美國
聯儲局已推出新一輪的購債計劃後，美
元已是有繼續反覆偏弱的傾向，故此當
美國的財政懸崖問題談判依然是陷入僵
局之際，不排除歐元以及商品貨幣均會
進一步受惠於美元的偏弱表現。

受到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於本周四把英
國的債信評等展望列為負面所影響，歐
元兌英鎊交叉匯價已從本周初的0.8035水
平反覆攀升至本周五0.8130附近的1周多
高位，亦已對歐元的走勢形成進一步的
支持作用。由於日本於本周五公布的第4

季度短觀報告已是弱於市場預期後，該
報告已顯示日本製造業信心已於10月至
12月間進一步惡化，再加上美國又已於
本周率先推出新一輪的寬鬆措施，因此
部分投資者已認為日本央行將頗有機會
在下周三及周四連續兩天的政策會議上
擴大其寬鬆措施的規模以協助日本經
濟，帶動美元兌日圓匯價於本周五能反
覆上揚至83.95附近的9個月高位。

隨 日圓跌幅擴大的影響下，連帶歐
元兌日圓交叉匯價亦已持續從本周初的
106水平作出攀升，並且更於本周五向上
挨近至110.00附近的8個多月來高位。所
以受到歐元兌日圓以及歐元兌英鎊等主
要交叉盤走勢偏強的影響下，預料歐元
將反覆走高至1.3220美元水平。

金價跌穿1700續走低
周四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2月期金收報

1,696.80美元，較上日下跌21.10美元。現

貨金價本周的反彈在受制於1,723美元附
近阻力後，已再度失守1,700美元水平，
並且更於本周五大部分時間皆處於1,695
至1,700美元之間的活動範圍，該情況已
顯示金價依然是暫處於偏弱走勢，故此
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680美元水
平。

資源股基金價值吸引
據基金經理表示，11月全球製造業指數從48.8上升至49.7，創5

個月來新高；雖然美國ISM製造業PMI意外收縮大跌，但內地製

造業重回擴張，歐洲的製造業也反彈至八個月新高，使得指數獲

得輕微擴張。

澳鐵礦砂出口按月創新高
而澳大利亞10月份的鐵礦砂出貨量按月增加7.6%至4,420萬

噸，創單月歷史新高，當中出口至內地更是按月增加了11%至

3,400萬噸。據「The Steel Index Ltd.」的資料，上周五運抵天津

港的每噸121美元價格，也創11月19日以來新高。

澳大利亞的資源/能源經濟局表示，因中國需求上升，將2013

財年的預估鐵礦砂產量由5.26億噸，上調至5.29億噸，冶金用煤

的產量也預計將上升10%至1.62億噸，表明相關企業的營運漸趨

明朗。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東亞聯豐環宇資源基金為例，主要是透過

全球各地資源相關行業的股票管理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長目

標。

該基金在2009、2010和2011年表現分別為43.4%、15.79%及

-17.05%。基金平均市盈率和標準差為12.21倍及23.14%。資產百

分比為99.72% 股票及0.28% 貨幣市場。

資產地區分佈為41.18% 美國、11.26% 日本、10.62% 其他地

區、8.04% 英國、7.32% 德國、7.25%奧大利、7.05% 加拿大及

7% 澳大利亞。

資產行業比重為29.76% 礦業、19.51% 化工/製藥、19.17% 能

源資源/石油和天然氣、11.07% 其他行業、8.44% 機械/工程、

4.36% 航天、3.72% 工業及3.69% 運輸。

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5.18% 必和必拓、3.71% 薩斯喀徹溫

省鉀肥 及3.1% Schoeller-Bleckmann Oilfield Equipment AG。

澳儲行公布11月商品價格指數受焦煤及鐵礦石價格帶動，按月

增加1.7%至122.4，巴西則受惠能源、金屬以及農產品價格帶

動，指數按月增加0.68%至135.41點，商品價格悄然升溫，有望

為相關企業業績提供拉抬的助益。　

央行減息機會降 歐元料續反彈

儘管開季起黃金、能源等

天然資源板塊各有苗頭，然

而由於金價在避險需求降

低，拖累金礦股及黃金開季

以來平均跌了7.34% 之餘，

連累資源股基金平均也跌了

1.92% ；但憧憬主要經濟體

國家PMI趨復甦，會帶動商

品資源需求以及相關板塊股

表現，不妨收集佈局建倉。

■梁亨

資源股票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東亞聯豐環宇資源基金 A Acc - 4.11%
Martin Currie環球資源基金 -1.03% 2.55%
貝萊德世界資源股票入息基金 A2 -1.04% -3.93%
天達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A Acc Grs USD -1.35% -2.02%
安本世界資源基金 A2 -1.86% 4.11%
施羅德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A USD Acc -2.60% -8.67%
宏利環球資源基金 AA -2.72% -6.06%

投資投資
攻 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虎靜 貴陽報道）記者日前獲
悉，未來三年，沃爾瑪將在中國內地增設連鎖店百餘
家，並創造約1.8萬個新的工作崗位。該公司高級副總
裁博睿表示，沃爾瑪放慢了在中國的投資速度，並不表
明其減低在中國的投資熱誠和努力，相反我們對中國市
場很有信心，特別看好中國內地西部和南部地區的發展
機會。

看好中國西及南部商機
沃爾瑪(中國)投資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博睿13日出席

沃爾瑪貴陽金陽店開業慶典時對媒體披露：「中國市場
對於沃爾瑪非常重要，未來三年將在中國開設超過100
家門店，創造約1.8萬個新的工作崗位」。金陽新區作為
貴州城市中發展最迅速的新城區，已成為近日被批准成
立的貴陽新城區觀山湖區的核心。對此，博睿表示，13
日開業的沃爾瑪貴陽金陽店，是沃爾瑪在貴州省開設的
第7家、在貴陽市開設的第4家零售商場。

此外，博睿還表示，貴州省的發展速度快於中國發展
的平均速度。「這意味 在這裡有更多的機會，更多的
發展，也意味 有更多的消費，沃爾瑪計劃加大在貴州
的投資」。目前，在貴州省的凱里、都勻、畢節、安順
等城市也在進行選址等相關準備工作。

張峰指，互聯網已成為人民生活不
可或缺的工具和平台。截至今年3

季度，內地有4.59億人通過即時通信工
具溝通，社交網站規模達到2.53億，微
博用戶大約2.8億。這其中，廣東互聯網
發展的多項指標在全國名列前茅。「近
年來隨 微博、社交網站的湧現和迅速
發展，進入大數據競爭時代」。

用戶0.67億 粵網民全國第一
中國互聯網協會秘書長盧衛也稱，目

前廣東網民規模位於全國第一，網站數
量達到13萬，居全國榜首。另有統計顯
示，到2012年6月底，廣東省網民總數
達到6775萬人，普及率達到63%，手機
網民達到5500萬人，網絡購物、社交應
用比例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廣東省通信管理局局長古偉中在當天
的致辭中表示，根據廣東互聯網業發展
和消費者的需求，廣東將採取多項舉

措，推動廣東互聯網產業加快發展。將
推進寬帶普及提速工程，協同相關部門
將寬帶基礎設施建設納入城鄉建設總體
規劃。同時，推進區域通信一體化工
作，在成功實現珠中江、廣佛肇通信一
體化後，穩步推進深莞惠通信一體化，
讓消費者真正享受通信業改革發展的成
果。

粵將加快推動TD-LTE試商用
此外，廣東還將開展TD-LTE 4G移動

通信網絡擴大規模試驗，推進投入試商
用。並實施因特網數據中心業務（IDC）
和因特網接入服務業務（ISP）的重新
開放許可工作，促粵雲計算、物聯網等
新興互聯網業務健康、快速發展。同
時，還將開展接入網業務及移動通信轉
售業務試點工作，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電
信領域，充分發揮民營企業靈活、創新
的優勢，參與基礎電信業務的經營、合

作與競爭。
古偉中稱，廣東還將互聯網交換中心

的網間互聯帶寬，提升服務範圍和能
力，讓網民享有更加通暢的網絡體驗。
廣東省通信管理局所屬計算機網絡應急
技術處理協調中心為廣東省內互聯網站

推出公益性的專業網絡安全體驗和應用
服務，讓廣大網民安全暢行於互聯世
界。並啟動廣東省互聯網互聯互通監測
系統。此外，還將依托工信息部寬帶測
速平台，開展粵寬帶網絡測速試點工
作，提升用戶上網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信息消費

成為汽車之後擴大內需的新引擎。」工信部通信發展司司長張峰在

2012廣東互聯網大會上致辭時表示，內地互聯網產業快速發展，前景

廣闊，截至今年三季度我國互聯網用戶達5.5億人，同比增長44.1%，

總規模達5萬億人民幣，同比增長13.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殿晶、張廣珍 中山報

道）14日上午，經廣東省金融辦批准的中山市聯
發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宣佈開業。這是我市經

（廣東省金融辦）成立的（第11間）聯
發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至此該市
已成立11家小額貸款股份公司，主要
面向全市城鄉及「三農」領域，解決
部分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為中小企
業做大做強提供融資平台。

據了解，聯發小額貸款股份公司註
冊資金2個億，由中山大南集團有限公
司作為主發起人，並聯合個人共同設
立。該公司負責人稱，該市中小企業
只要按規定提供完備的申請手續，一

般可在三天內解決500萬元以內的短期貸款業
務，這無疑給缺乏資金支持的中小企業帶來了福
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郎艷林 貴陽報道）記者獲悉，近日，
貴州省赤水市成功引資100億元，與昆明影鑫投資公司正式簽
約，合力打造東方影城．赤水紅色創意產業園。

赤水市位於貴州省西北部，赤水河中下游，與四川省南部
接壤，歷為川黔邊貿紐帶、經濟文化重鎮，是黔北通往巴蜀
的重要門戶，素有「川黔鎖鑰」、「黔北邊城」之稱。因美麗
而神秘的赤水河貫穿全境而得名，更因中國工農紅軍「四渡
赤水」以及赤水丹霞世界自然遺產而揚名中外。

據了解，東方影城．赤水紅色創意產業園項目，位於赤水
河與大同河交匯處的廟沱半島，佔地5000畝，項目總投資
100億元。項目建設內容包括紅色文化創意產業園、全球財
富會所、超五星級生態園林主題酒店、體育運動主題公園。
項目定於2013年3月開工建設，2015年底完成主要建設內
容。

該項目是赤水改革開放以來，招商引資規模最大的項目。

■工信部通信發展司司長張峰表示，信息消費成內地擴大內需新引擎。

■聯發舉行開業剪綵活動。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高至1.3220美元水

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680美元水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