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會芳、

實習記者李夢莉 新疆報道）從新
疆輕工業行業座談會上獲悉，區
內輕工業總產值到2015年有望達
到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據介紹，新疆輕工業工業總產值
去年達500億元，在新疆39家上
市公司中，涉及輕工行業的企業
16家，佔41%。

「十二五」期間，新疆
輕工業將依托資源優勢，
重點發展農副食品加工
業、食品製造業、飲料製
造業，形成合理的食品工
業區域佈局。加快南疆環
塔里木盆地特色林果精深
加工業產業帶、沿天山北
坡的糧油和飼料加工產業
帶以及伊犁河谷和准噶爾
盆地西北緣的乳、肉、糖

加工產業帶建設；重點推進烏
昌、石河子、伊犁、巴州、喀什
食品工業集中區建設；引導形成
林果加工、蔬菜加工、糧油飼
料、乳肉製品四大產業集群；形
成食品工業「三帶、五區、四大
集群」的產業格局，力爭實現食
品工業總產值65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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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登記效港寬進嚴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從四川省商
務廳獲悉，該省將在成都市錦江區打造港澳（成都）
現代服務業園區，推動地方高端服務業發展。

目前，嘉里、九龍倉、新鴻基、 基兆業、蘭桂
坊等126家港澳企業聚集於成都市錦江區。核心區域
有港澳台資項目12個，服務業項目總建築面積超過
550萬平方米，總投資額超過400億元人民幣，是西
部地區港澳企業最為集中、開發項目最多、投資最
密集的區域。去年，成都市被商務部確定為「落實
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示範城市」。

據悉，園區將鎖定港澳地區企業，重點承接商貿
業、金融業、專業服務業、文化創意業和休閒服務
業。同時，還將積極吸引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
際現代服務業和具有區域產業導向的企業入駐，增
強園區的輻射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深圳石油
化工交易所日前舉行第二屆股東大會，中石化、中
國航空油料集團、振戎國際能源公司、建銀國際公
司等正式投資加盟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

深圳石化交易所是經國家主管部門核准成立的重
大要素交易平台，為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首批入駐重點企業之一。該交易所1月9日成功舉
行首個交易日啟動儀式。此次股東大會正式確定深
圳石油化工交易所的股東結構，股東單位包括中國
航口油料集團公司、中國國際石油化工聯合公司

（中石化集團全資子公司）、天津振戎國際能源公司
（珠海振戎公司全資子公司）、深圳市前海開發投資
控股公司、建銀國際（深圳）投資公司及深圳市中
化美林石油化工公司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麗寬　龍岩報道）福建
省龍岩電網首座110千伏智能變電站近日在福建連城
新泉鎮投運。該電站的投運實現龍岩智能變電站零
的突破，標誌 龍岩電網開始步入智能化時代。

據悉，變電站總投資2,295萬元人民幣，於去年6月
15日開工，今年1月30日竣工，採用國內領先的智能
化新技術，以全站信息數字化、通信平台網絡化、
信息共享標準化為基本要求，能自動完成信息採
集、測量、控制、保護、計量和監測等基本功能，
支持電網實時自動控制、智能調節等功能，提高供
電可靠性。

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劉玉亭指出，
改革的成效對將來內地修訂《公

司法》等法律，建立完善具有中國特色
的商事登記制度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企業註冊無需驗資

根據改革方案，深圳珠海在商事登記
方面有六大突破，包括實行按照「誰許
可審批，誰監督管理」的原則，意味
企業可先辦好營業執照，馬上開展業
務，然後再去辦理相關經營許可證，大
大提高效率。

此外，今後兩地企業還不需要年
檢，改為每年提交年度報告，個體工

商戶也不用每年驗照，只需要每年提
交年度報告。專家認為，這有利於減
少對商事主體的管理和控制，增加對
市場的服務。

執照經營範圍刪除

新的商事登記制度施行後，營業執照
上沒有經營範圍，企業也不需要年檢，
不過企業信息可以在統一的商事主體登
記及許可審批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閱。
新的商事登記制度還設立經營異常名錄
制度，企業有輕微違規將被列入經營異
常名錄，而不是動不動被吊銷執照，有
了改正的機會。

新的商事登記制度實施首日，兩地均
頒發首張新版營業執照。深圳飲得「頭
啖湯」的企業為前海富德能源投資控股
公司，公司負責人呂志輝表示，改革方
案對於創新類企業有很大吸引力，以前

技術人員有好的點子但沒有註冊資本金
到位便不可能辦公司，但現在只需要股
東之間的約定就可以了。「以前只知道
在香港辦公司那麼容易，沒想到現在深
圳也可以了。」

成都建園吸港澳服務業

中石化加盟深石化交易所

龍岩智能變電站投運

京港會加強前期調研 疆輕工業2015年產值望千億

深圳
珠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廣東商事登記制度改革邁

入深水區，自去年12月東莞在全國率先啟動商事登記制度改革以後，

廣東兩大經濟特區深圳和珠海日前也正式啟動改革，效仿香港「寬進

嚴管」的自由市場環境，放寬企業註冊條件，企業註冊無需驗資，經

營範圍亦無須受到監管。有業界人士認為，改革後登記註冊公司門檻

大大降低，未來兩地或迎來創業熱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茜婷、實習記者

田楠 北京報道）北京市投資局局長周衛民日
前表示，第十七屆京港會仍然是今年北京市
投資促進工作的主要活動，並將加強前期調
研，深入分析兩地實際需求，加強兩地溝通
協作。他表示，今年將倡導綠色投資，不引
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項目，綠色發展成為
投資主題。

去年北京市促成各類項目1,089
個，同比增長43%。在日前舉行的北
京市投資促進工作會議上，周衛民介
紹，在所有促成投資項目中，第十六
屆京港會現場簽約合作重大項目35
個，合同金額達101億美元，創多項
歷屆之最。

倡導綠色投資 不引兩高項目

寶健（中國）日用品公司是參加此
次會議的港商代表，集團副總裁蔡尚
榮告訴本報記者，現在北京投資環境

變化很大，集團1995年在北京落戶，相關政
府部門都是「人說了算」。近年來政策法規
開始完善，職能部門從被動服務變成主動服
務，政府服務的完善也促成營業額的穩定增
速。

另外，周衛民強調，大會今年將倡導綠色
投資，不引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項目，綠
色發展成為投資主題。

■深圳就商事登記制度改革舉行新聞發佈會。 深辦發

■去屆京港會促成合作的項目數量和規模均為歷屆之

最。 資料圖片

■政府引導形成區內林果加工、蔬菜加

工、糧油飼料、乳肉製品四大產業集

群。 資料圖片

被提名出任日本央行總裁的黑田東彥表示，需要
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來實現2%的通脹目標，日央
行擴大貨幣刺激必須從購買資產規模和資產類型兩
方面入手，而日央行應考慮購買較長期公債和各類
風險資產。至於日央行購買的債券期限應長於目前
的1-3年。

黑田或提前無限量買資產
此外，他樂見匯率由市場決定，如果外匯市場嚴

重偏離基本面，有可能單方或聯手進行外匯干預。
目前承諾的無限量資產購買計劃實施時間為明年，
央行可將提前實施作為選項考慮。最後，他指出單
靠提高貨幣基礎不能自動實現銀行貸款的增加。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黑田東彥倘獲議會批准
出任央行總裁，預期日央行在他領導下將採取積極
貨幣政策。另外，被提名日本央行副總裁的岩田規
久男表示，若要改善公共財政，提高名義國內生產
總值(GDP)增長率優於加稅。若通脹預期升溫，但
對於日央行買進日債的預期令名義收益率維持在低
點。此外，日本財務省財務官中尾武彥認為，近期
日圓疲弱是肇因於全球經濟基本面。

另一方面，美國大範圍自動減支於上周五生效，
可能威脅到經濟成長，但這對美元升勢影響不大，

美元受到強勁的經濟數據提振。

美國削支暫無阻美元強勢
美元兌日圓上周五大幅上揚，升見93.68。上周

日本政府正式提名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為日
本新任央行行長，使得市場對日本央行未來將進一
步推行貨幣寬鬆政策的預期再度加強。另外，數據
顯示，日本1月失業率為4.2%，日本1月全國核心
CPI年率則下降0.2%，兩者雙雙符合市場預期，按
照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要求，日本央行在1月份貨幣
政策會議上將通脹目標上調至2%。所以市場預期
日本方面會有繼續的寬鬆政策，這短期對投資者持
續購買日圓的意慾降低。

技術走勢分析，美元兌日圓上周於91水平附近止
跌回升，有望將繼續為後市之重要參考。之後關注
支撐則會在90關口，倘若均告失守，以黃金比率計
算，38.2%回調將為88.55，擴展至50%則看至86水
平。相對強弱指標已見重新走穩，本周仍可繼續持
穩向上走勢。預料向上阻力為94.50水平，關鍵在
於95水平；破位延伸上探目標可至96及97.50水
平。

建議策略：92.60沽出日圓，91.80止損，目標
94.00及96.00日圓。

出擊金匯

油價雖跌 能源股基金逆市升
據基金經理表示，雖然斯倫貝謝(SLB)今年來已漲了9.66% ，與

52周高位的82元(美元，下同)差距僅為5.6%，使得其股息率只有
1.61%，而分析師對SLB今、明兩年每股盈利中值複合年增長率的
18%預估，是稍低於同行競爭對手的19.4%中值。

分析師予斯倫貝謝增持評級
但分析師預估這兩年SLB收入與Ebita的中值10.7%及13.9%中

值，卻較對手的8.3%及12.5%中值優勝外，在利潤方面，
其利潤率和資本回報率指標均高於行業標杆；而在流動
性方面，SLB擁有「正」現金流利潤率。
此外，公司的速動比率稍微好於同業的平均，反映公司

擁有一份溫和健康的企業資產負債表，也讓公司目前獲分
析師評級達到平均「增持」評級外，平均目標價也達到

91.77元。
即使分析師預估公司本財年的每股盈利中值為

4.74元，而上周五的收盤價也稍微高於其50天
線，但麥格理上周五還是重申給予公司 「跑
贏大市」的評級，其91元的目標價一旦達

標，持股基金也會因此而水漲船高。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景順能源基金為例，主

要是透過不少於70%的總資產投資於大型石油公
司、油/氣勘探和生產公司、能源服務、天然氣基

建以及開發替代能源公司的股票投資管理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
增值目標。

該基金在2010、2011和2012年表現分別為12.49%、-11.44%
及-5.2%。基金平均市盈率和標準差為13.37倍及28.32%。資產百
分比為96.9% 股票及3.1% 貨幣市場。

資產行業比重為32.3% 油/氣勘探與生產、28.4% 油/氣設備和
服務、23% 綜合石油與天然氣業、13.1% 油/氣鑽井的提煉、營
銷、儲存與運輸及0.7% 煤炭與消費用燃料。

資產地區為88.2% 美國、6.8% 瑞士、5.7% 加拿太、2.1% 英
國、1% 挪威及0.5% 葡萄牙。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6.8% 阿納
達科石油、6.2% 斯倫貝謝及6.1% 美國西方石油公司。

日央行勢擴量寬 圓匯料見95

受歐洲與中國製造業數

據表現不佳以及美元升值

影響，國際油價上周五跌

至今年來最低，周線跌逾

2%；然而由於過去經驗

顯示，一旦景氣邁入正向

循環，景氣回暖多半能帶

動能源需求回升，使得相

關基金上周五以及全周分

別微漲了0.7%和0.53%，

因此憧憬能源板塊股

吸引力可為其市

盈率獲得支撐動

能，可伺機收集建

倉。 ■梁亨

能源股票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景順能源基金C 9.05% -6.34%

天利全球能源股票基金AU 7.38% -3.84%

法巴L1全球能源股票基金 Classic Cap 6.36% -4.62%

MFS全盛全球能源基金 I1 USD 6.06% -3.04%

天達環球能源基金 A  ACC USD 4.93% -8.82%

貝萊德世界能源基金 A2 USD 4.20% -11.73%

富蘭克林天然資源基金 A  ACC USD 4.11% -14.69%

央行今議息料不變
澳元急挫後有望反彈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走高至1.022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徘徊於1,550至1,600美元。

澳元兌美元

1.06

1.04

1.02

美元

109 11 12 2 3月1

3月4日 18：10
報價：1.0131美元

10天線
20天線
50天線

2012 2013年

澳元上周初受制於1.0325美元附近阻力後，
其走勢已進一步趨於偏弱，在先後跌穿1.0300
及1.0200美元水平後，更一度於本周初反覆下
滑至1.0115美元附近的8個月以來低位。由於
美國已於本月1日啟動今個財政年度內削減高
達850億美元支出的計劃，再加上意大利政局
的不明朗，亦令市場擔憂部分歐元區高負債
國家的發債成本將會掉頭回升，因此投資者
的避險情緒已是逐漸有所升溫的影響下，高
風險資產以及澳元均已於近期持續受壓，所
以當澳洲於本周初公布1月份的建屋批核較12
月下跌2.4%之後，澳元的下調幅度遂進一步
擴大至1.0115美元附近。

另一方面，在市場已是逐漸消化了意大利
的選舉結果以及美國在本月初的自動削支計
劃之後，歐元匯價近日的跌幅已沒有過於擴
大，並且更大部分時間皆處於1.29至1.31美元
之間的活動範圍，因此不排除歐元以及商品
貨幣在經歷了過去1個月以來的顯著下跌後，
將有機會稍為向上作出反彈。由於美國聯儲
局主席伯南克於上周的發言已是傾向繼續保
持其寬鬆政策不變，所以若果澳洲央行於本
周二的政策會議上一旦是維持澳元利率不
變，則預料澳元將會略為反彈至1.0220美元水
平。

金價守1565  轉上落市
現貨金價上周受制於1,620美元附近阻力

後，已一度回落至上周五的1,565美元附近，
但隨 現貨金價近日的跌勢已是有所放緩之
後，金價現時的走勢已是稍為缺乏方向，故
此預料現貨金價將會暫時徘徊於1,550至1,600
美元之間。

馮　強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

動向金匯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英國 08:01 2月BRC同店零售銷售年率。前值:1.90%

澳洲 08:30 第4季度流動賬平衡。前值:149.0億盈餘

1月零售銷售月率。前值:-0.2%

日本 09:30 1月加班工資年率。前值:-0.1%

澳洲 11:30 3月央行利率決定。前值:3.00%

意大利 16:43 2月Markit/ADACI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
測:43.6。前值:43.9

法國 16:48 2月Marki 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
測:42.7。前值:42.7

2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42.3

德國 16:53 2月Marki 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
測:54.1。前值:54.1

歐元區 16:58 2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測:47.3。
前值:47.3

2月Marki 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
測:47.3。前值:47.3

英國 17:28 2月Markit/CIPS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
值:51.5

歐元區 18:00 1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2%。前值:-0.8%

1月零售銷售年率。預測:-2.9%。前值:-3.4%

美國 20:45 ICSC/高盛連鎖店銷售周率(3月2日當周)。前
值:0.1%

21:55 Redbook連鎖店銷售年率(3月2日當周)。前值:2.7%

23:00 3月IBD消費信心指數。前值:47.3

2月供應管理協會(ISM)非製造業指數。預測:55.0。
前值:5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