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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蝶去年研發34款產品

柳州企業力拓東盟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路艷寧 北

京報道) 貴州本年度第一次大規

模招商引資活動日前在北京拉開

序幕。貴州省委、省政府當天在

釣魚台國賓館舉行項目推介會暨

簽約儀式，向前來參加「兩會」

的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的

民營企業家和其他優強民營企業

家推介506個重點優勢項目，總

投資近1.7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據了解，此次招商推介項目編制重
點圍繞全省「5個100工程」「四

個一體化」「五張名片」和貴安新區建
設等主題，經過發改、國土、環保等部
門的聯合評審，共計篩選出506個條件
成熟、投資前景較好的項目，包括產業
園區、現代高效農業示範園區、旅遊景
區等諸多項目，總投資16,911.1億元。

知名民營企業家紛到場

當天的會上，部分民營企業與貴州各
地各部門簽署了494億元合作協議，涉
及旅遊、資源、城市綜合體等領域。阿
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娃哈哈集團公司

董事長宗慶後、浙江正泰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南存輝、江蘇 力集團董事
長陳建華、天津天士力集團有限公司董
事長閆希軍等知名民營企業家，也紛紛
到場為貴州助陣。

趙克志：大力重商崇企

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許諾，全省各部
門要像尊重科學家一樣尊重企業家，像
尊重老師一樣尊重老總，貴州將大力營
造重商崇企的氛圍，使投資創業者在貴
州經濟上有實惠、社會上有地位、政治
上有榮譽。

趙克志並再次重申貴州招商引資

「三個凡是」政策：凡是內地其他省
（區、市）能夠提供的優惠條件，貴州
都提供；凡是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
投資權益，貴州都依法保護；凡是需
要由各級政府解決的問題，貴州都會
全力解決。

貴州省委副書記、省長陳敏爾在講話
中表示，此次貴州攜帶進京的項目，全
部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符合貴州資源稟
賦條件，符合節約資源和環境保護的要
求。他說，在目前貴州基礎設施還不夠
完善的情況下，投資貴州的回報率會比

較高。未來貴州發展以後，資源、人
力、土地等成本將會大大增加。希望各
位企業家把握投資「時間差」，到貴州
投資興業。

馬雲：貴州尊重市場經濟

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說，去年與貴
州省高層有過接觸，感受到貴州高層對
未來發展特別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思路非
常清晰。如今的貴州和浙江一樣，對待
民營企業、民營經濟非常友善，也體現
了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尊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金蝶日前在深圳
舉行成立20周年員工大會，公司董事局主席徐少春在會上
表示，隨 移動互聯網呈現爆炸性增長，帶來巨大的市
場和機遇，去年公司重點發展移動企業管理平台，去年
也是金蝶產品創新成果最多的一年，有很多的產品不僅
大幅領先於國內同行，更與國際軟件廠商站在同一水平線
上。

雲之家企業用戶數逾35萬

金蝶ERP移動應用發佈短短四個月，每天已有超過6,100
筆業務在客戶的智能終端上流轉，其雲之家企業用戶數已
超過35.5萬。去年該公司共開發了34款移動管理產品，包
括訂單、訂貨、房地產、醫療等管理系統。未來，公司將
秉承「讓業務行雲流水」的使命，融合社交網絡、移動互
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新興科技，立志實現「全球雲管
理領航者」的願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融雪、吳文倩 江西報道)

近日民政部出台《關於進一步支持和促進贛南等
原中央蘇區民政事業振興發展的意見》之際，民
政部部長李立國前往贛州，走訪瑞金、大余等地
就贛州民政工作做深入調研。

去年下撥補助金逾10億

據悉，贛南貧困範圍廣、程度深，醫療、社會
保障和社會服務滯後等問題十分突出。民政部作
為贛南地區羅霄山片區牽頭聯繫單位，2012年，
共下撥社會救助補助資金10.3億元人民幣(下同)、
撫恤補助經費4.4億元、救災資金1.3億元以支持片
區民政事業發展和民政設施建設，並為片區區域
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編制加強政策和智力扶貧。

此次調研，李立國圍繞社會救助、社會福利、
優撫安置、社會事務管理等工作，深入了解掌握
基層情況。李立國表示，民政部門將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加大資金投入，給予項目支持，幫助贛
南蘇區加快脫貧致富步伐。同時寄望當地民政系

統推進民政工作，在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拓展民政服務領
域、創新民政管理和運行機制、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
再上新台階，為贛南蘇區扶貧攻堅、振興發展貢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曾萍、孫娟 柳州

報道) 2012年內地工程機械和汽車行業
持續低迷，各大廠家業務量均受到不同
程度的下滑。柳州作為廣西最大的工業
城市，也是距離東盟最近的中國南方工
業城市，巧借「東風」，「柳州製造」
加快挺近東盟。2012年，東盟成為柳州
前三大貿易夥伴，柳鋼、柳工、東風柳
汽、上汽通用五菱等柳州重點企業，針
對東盟各國制定了不同的「走出去」計
劃。

柳工去年首9月出口逆勢增25%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加
上柳州靠近東盟的區位優勢，讓柳工
成功打入東盟市場。目前，柳工已經
在東盟各國建立起較為完備的銷售和
服務網絡，出口份額年年攀升，年銷
售量超過1,500台。近年來，柳工積極
開拓東盟市場，已經在東盟地區成立10
多家經銷商、近30個銷售和服務網點，
範圍輻射整個東南亞區域。在今年去

年內地市場低迷的態勢下，柳工出口
東盟國家整機依然保持增長，1-9月份
出口同比增長25%。

「東盟是很重要的市場，其貿易量很
大程度上助推了柳州汽車產業的增
長。」東風柳汽東南亞區經理程珂表
示。作為距東盟各國最近的中國汽車製
造商，東風柳汽顯然具有得天獨厚的地
理優勢。程珂表示，柳汽針對東盟設有
專門的進口公司，並在緬甸與當地企業
合作建廠。

擬推動建「柳州工業貿易園」

2012年，東盟成為柳州市前三大貿易
夥伴，前三季度雙邊貿易總值達1.9億
美元，同比增長71.8%。目前，柳州已
有10多家企業在東盟國家成立駐外機
構。下一步，柳州計劃在東盟國家推
動建立「柳州工業貿易園」，旨在讓柳
州與東盟國家建立更加密切的商貿關
係。

黔在京推506項目 涉1.7萬億 李
立
國
：
加
快
贛
南
蘇
區
脫
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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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季度經濟續增長
加元短線料反彈

金匯錦囊
加元：加元將反覆走高至1.016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料於1,550至1,600美元上落。

加元上周初受制於1.0215附近阻力後，已進
一步表現偏弱，在跌穿1.0300水平後，更一度
於上周五反覆下滑至1.0340附近的8個月以來低
位。由於加元在過去兩周的持續下跌，除了是
受到加國去年12月的製造業以及零售銷售數據
均表現偏弱的影響之外，意大利的大選結果引
致市場避險情緒的升溫，亦是導致商品貨幣下
調幅度擴大。但因為加國偏弱的經濟數據早已
反映在加元近期的顯著下跌走勢上，故此當加
國上周五晚公布其第4季經濟按年仍有0.6%的
增長之後，部分投資者已傾向掉頭回補加元空
倉，導致加元迅速從1.0340水平反覆走高至接
近1.0260水平。

加元兌日圓交叉匯重上91
另一方面，美國上周五公布其2月份ISM製

造業指數升至54.2，高於市場預期，再加上美
國2月份的消費者信心較預期為好，因此市場
在認為美國首季經濟表現將會好於去年第4季
的影響下，該情況亦將有助加國經濟的好轉，
所以不排除加元在經過近期的持續下跌後，將
會逐漸向上作出修正。此外，加元兌日圓交叉
匯價上周初在88.50附近獲得明顯支持後，已是
迅速向上反彈，並且更於上周五重上91水平，
故此受到加元兌日圓交叉盤反彈的帶動下，預
料加元將反覆走高至1.0160水平。

上周五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4月期金收報
1,572.30美元，較上日下跌5.80美元。金價在經
過近日的下跌後，4月期金已一度於上周五反
覆下滑至1,564美元水平。但在美國將於本周五
公布其2月份非農就業數據之前，預料現貨金
價將暫時徘徊於1,550至1,600美元之間。

馮　強動向金匯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

高盛上周將2013年金價預測自每盎司1,810美
元降至1,600美元，指稱金價近期下跌，加上美
國實質利率上升，促使其提早調降金價預測。倘
若這項預測準確，則將為2001年以來黃金均價首
年下跌，打破連漲12年的紀錄。

高盛在2月25日的報告中指出，金價這波跌勢
多半與美國實質利率緩升的走勢一致，反映出美
國經濟數據優於預期，市場解讀美聯儲近期傳達
更加強硬的訊息，以及美國財政和歐洲主權風險
水平降低等因素。報告中稱從金價及實質利率的
走勢看來，他們預計黃金的價格周期會在2013年
下半年出現逆轉；該行亦將2014年金價預測由每
盎司1,750美元降至1,450美元。倫敦黃金在整個
二月份下跌了5%，並連跌第五個月，為自1996
年來最長的月度連跌。

SPDR減持黃金73噸創紀錄

另一方面，美元上漲亦使金價承壓，此前美國
公布的包括消費者支出，消費者信心和製造業活
動在內的經濟數據直指經濟成長增速。一些投資
人認為，美國前景改善可能促使美國聯儲局較市
場預期更早撤走刺激舉措。美元指數周五升見至
六個月高位82.509，金價則最低跌見1,564美元水
平。黃金和其他商品市場一起下跌，期銅跌至三

個月低位，原油下挫逾1%，此前中國和歐洲公
布疲弱的經濟數據打壓人氣。反映基金投資人的
負面人氣，全球最大黃金支持上市交易基金
SPDR Gold Trust的黃金持倉量在3月1日下降至
1253.88噸的近七個低位，連續第九個交易日下
跌。2月份累計減少73.6噸，為創紀錄水平。

技術走勢而言，金價2月份自高位1,684.50美元
跌至上周最低觸及1,554.49美元，這段跌幅之
50%反彈水平為1,620美元，恰好為上周二升見之
高位，在四日連漲後，此區阻力造就了獲利了結
之誘因，延至周四重陷1,600美元關口下方，令
金價疲勢延續，預料進一步支撐將可看至1,552
及1,548美元，其後關鍵則會矚目於1,539及1,528
美元水平。至於較近阻力則會再留意9天平均線
1,587以及1,600美元關口。

倫敦白銀方面，銀價原先於周初上揚，周二高
位曾觸及29.41美元，但其後兩日之回挫，又將
此後連漲四個交易日的升幅接近全部扳回，更於
周五創下六個月低位27.94美元，尾盤大幅回
彈，至28.55美元收盤。目前預計上方重要阻力
則預測在29.40美元，若果以近一浪跌幅計算黃
金比率，38.2%及50%反彈水平應可至29.63及
30.16美元，擴展至61.8%則為30.70美元。此外，
預計在30美元關口附近亦會遭遇較大阻力。

經濟擴張 德股基金看俏
據基金經理表示，由於製造業佔德國GDP達21%之強，因此

上周數據的亮點除了是連續第二個月擴張外，來自亞洲新興市
場的強勁需求再次推動了德國製造業的增長，使得製造業的產
出和新訂單錄得自2011年5月以來的最大漲幅。

分析師普遍看好經濟景氣
而以275名專業投資者和金融分析師的中期經濟前景為調查對

象的ZEW調查顯示，數值由1月的31.5點，上升至2月48.2點，
是優於市場預期的3點外，也是近2年來的高水平，表明該國投
資界對國家的經濟景氣是抱有積極期盼。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摩根德國增長基金為例，主要是透過德
國企業的公司股票投資管理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的目標。

該基金在2010、2011和2012年表現分別為12.7%、
-19.49%及30.35%。基金平均市盈率和標準差為12.55
倍及27.12%。資產比例為99.5% 股票及0.5% 貨幣市

場。
資產行業比重為18.8% 金融業、17.6% 非必需品消

費、15.8% 基本物料、14.3% 健康護理、13.9% 工業、
10.6% 資訊科技、3.2% 公用、2.7% 通訊服務及2.6%  必需

品消費。
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9.4% 拜耳、9% SAP及8% 巴斯夫。
雖然拜耳預期今年410億歐元收入，稍低於26位分析師預期的

415億歐元中值，由於公布上季錄得銷售同比增7.3%，上升至
98.6億歐元；EBITDA為18.3億歐元，同比18%上升，較市場預
期的18.1億歐元為佳。

公司預期今年農藥和新藥的銷售可超越同業，到2015年，保
健方面的銷售和農作物收入將分別達到220億歐元與100億歐
元。

因此，繼美銀美林將拜耳加入其「Europe 1」首選股名單
後，1月25日創了76.2歐元歷史高位，2月底再創76.32歐元新的
歷史高位。德國商業銀行上周五重申拜耳「買入」評級，給予
的90歐元目標價，一旦達標，持股基金也會受惠而水漲船高。

美元呈強 金銀價延續弱勢

儘管德國上月PMI升至50.3

的重返擴張區間，但歐元區2

月製造業PMI持平於47.9，加

上擔心美國政府自動削支機制

於上周六正式啟動，大

盤 上 周 五 還 是 微 跌 了

0.43%。不過，德國製

造業擴張態勢將促使相

關企業的市盈率獲

得上行動能，

提升德國股票

基金的前景。

■梁亨

德國股票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摩根德國增長（歐元）A股（分派） 10.68% 11.59%
霸菱德國增長基金 £ 9.37% 13.97%
富達德國基金 A 9.20% -2.57%
法巴德國股票基金 Classic Acc 6.50% 8.54%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
日期 國家 香港時間 報告 預測 上月
4 歐盟 4:00PM 一月份歐元區生產物價指數# - +2.1%

5 澳洲 9:30AM 一月份零售額 - -0.1%

歐盟 4:00PM 一月份歐元區零售額# - -3.4%

美國 11:00PM 二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55.4 55.2

6 澳洲 9:30AM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 +0.6%

歐盟 6:00PM 第四季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修訂) -0.9% -0.6%

美國 11:00PM 一月份工廠訂單 -2.2% +1.8%

7 澳洲 9:30AM 一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澳元) - 5.34億

美國 9:30PM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35.0萬 34.4萬

9:30PM 一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美元) 430億 385億

9:30PM 第四季非農業生產力(修訂) -1.6% -2.0%

8 日本 7:50AM 一月份來往帳赤字(日圓) - 2641億

美國 9:30PM 二月份失業率 7.9% 7.9%

9:30PM 二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16.5萬 +15.7萬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
日期 國家 香港時間 報告 結果 上次
25 無重要數據公布

26 美國 11:00PM 一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43.7萬 37.8萬R

11:00PM 二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69.0 58.4R

27 歐盟 6:00PM 二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91.1 89.5R

6:00PM 二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11.2 -13.8R

6:00PM 二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23.6 -23.9

6:00PM 一月份歐元區M3貨幣供應# +3.5% +3.4%R

英國 5:30PM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修訂) -0.3% -0.3%

美國 9:30PM 一月份耐用品訂單 -5.2% +3.7%R

28 歐盟 6:00PM 一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修訂) +2.0% +2.2%

德國 3:00PM 一月份就業人數 "+27,000" "+20,000"

3:00PM 二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1.5% +1.7%

美國 9:30PM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34.4萬 36.6萬R

9:30PM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修訂) +0.1% -0.1%

10:45PM 二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56.8 55.6

1 歐盟 6:00PM 二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1.8% +2.0%

6:00PM 一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11.9% 11.7%

德國 3:00PM 一月份零售銷售# +2.4% -4.7%

美國 9:30PM 一月份個人收入 -3.6% +2.6%

9:30PM 一月份個人開支 +0.2% 0.0%R

10:55PM 二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修訂) 77.6 76.3R

11:00PM 二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54.2 53.1

11:00PM 一月份建築開支 -2.1% +1.1%R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3月4-8日)

(2月25日-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