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中左聯盟領導人貝薩尼向五星
運動領導人格利羅下達最後通牒，要求
後者支持組建新政府，否則就將重新選
舉。意大利距離在數月內重新選舉也許
又近了一步。格利羅領導的五星運動在
上周的選舉中贏得了許多抗議票，導致
最終未能有黨派在議會中佔據足夠多
數，因此聯合執政成為唯一可能。貝薩
尼周日晚間在RAI國家電視台強調說，
有兩種選擇他都不贊成：一是組建一屆
像前總理蒙堤領導的那種技術官僚派政
府；或者與貝盧斯科尼領導的中右翼勢
力聯合。

意政局不確定 續擾亂金融市場
在3月15日後開始組閣談判以前，意

大利的這種不確定性擾亂了國際市場。
意大利10年期公債較可比德國公債的利
差周一走闊至近三個月高位。該利差可
用來衡量投資者的信心。

儘管在理論上存在最早6月選舉的可

能，但如果為避免選舉而展開進一步談
判，那麼選舉時間更可能在秋季。無論
如何，重新選舉或許會產生同樣的僵持
結果，除非先修改選舉法。有人提出一
個解決方案，認為可以成立一個臨時性
政府，這個政府或由非政治人士組成，
目的是批准先前已經商定的少數改革舉
措，然後在六個月或一年後重新選舉。
SWG民調結果顯示，四分之一的意大利
選民傾向於認為，解決當前僵局的辦法
是重新投票，半數預計六個月內將重
選。

歐元兌美元周一徘徊於接近三個月低
位附近，因投資者對意大利政局進展持
謹慎看法。亞洲投資者周一受到當頭棒
喝，中國公布新的樓市調控政策，讓市
場信心愈加黯淡。此前由於意大利可能
面臨重新選舉以及美國預算削減，市場
已經陷入焦慮不安之中。但美國聯邦儲
備局(FED)副主席耶倫表示，鑒於經濟走
勢低於全部潛能的程度，美聯儲推行積

極的貨幣刺激政策是有必要的。她的講
話又給風險資產帶來一線希望。本周將
有一系列央行召開政策會議，亦備受關
注。日本央行、歐洲央行和英國央行將
分別召開會議。日本央行及歐洲央行料
都持穩利率不變，而英國央行則料承受

越來越大的壓力重啟購債方案。
走勢分析，歐元兌美元於上周一上攻

10天平均線失敗，而此前已曾兩度試探
亦無法攻破；同時，歐元仍繼續受壓於
短期下行趨向線，上周五最低跌至
1.2965，收盤返回1.30上方；RSI及隨機
指數則處於走低跡象，短線歐元兌美元
仍見下試壓力。較近阻力預估在10天平
均線1.3110，至於下降趨向線1.3265將視
為關鍵，未有回破此區，則歐元仍持弱
勢發展。預估歐元兌美元本周將仍會繼
續測探1.30的心理關口，明確失守將見
弱勢延展，進一步可至250天平均線
1.2885及1.28水平，關鍵為去年11月13日
低位1.2660。

出擊金匯

資金重投高收益債基金
據基金經理表示，雖然美國經濟持續復甦，通脹與利率上升

風險難免會讓投資級債市的投資價值失色，然而由於目前通脹
與金融資產價格泡沫化風險相當有限，因此在全球低利率環境
不變下，理柏的資料顯示，投資級企業債於2月第二周錄得16億
元(美元，下同) 的資金流入。

上月流入投資級債市資金復增
另據 EPFR的資料顯示，美國貨幣市場基金2月第三周錄得

自258億元的資金流出額，為2011年第三季以來最大流出額
度，而當周流入股票基金的86億元是創了單周淨流入紀錄，但
債券基金同一周也獲得35億元的資金挹注，表明資金在追求

較佳的投資效益的同時，也並不是一面倒向股市。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CIF環球高收益基金為例，

主要是透過各地可接受高於平均水平的信貸風險債
務管理組合，以實現長期的總回報目標。

該基金在2010、2011和2012年表現分別為
12.96%、1.97%及17.02%。基金標準差為7.6%。

資產百分比為99.5% 股票及0.5% 貨幣市場。
資產地區為45%新興市場、44.3%美國及10.2% 美

國以外的其他地區。資產類別為59.7%企業債、37.7%

環球政府固定收益證券及2.1% 其他類別債。
基金三大投資比重為4.9% Government of Brazil；4.7% United

Mexican States；及3.8% Venezuela Government。
投資級債市所涵蓋的政府債、公司債、抵押債等，由於發行

人償債能力轉佳，使得全球投資級債市的市值規模十年間增長
了2.6倍外，而據理柏的資料，由1990年起至去年底，全球經濟
增長率若是處於3%至4%間的增長環境，而全球利率也是處於
減息後利率平穩年度，全球投資級債市平均回報率就可達到
6.7%，以市場流動性依然充裕的當下，有利鼓動投資級債市的
行情。

風險偏好減弱 歐元續承壓

儘管全球投資級債市基金在全

球股市的一片樂觀情緒下，由1

月的0.64%平均漲幅，下滑至上

月的平均0.32%虧損；然而聯儲

局主席伯南克上周表示QE政

策正支持美國經濟增長，淡

化了美聯儲局可能提早退

場的市場疑慮，美林全球高

收益指數上周二起連收

三連紅，因此憧憬

高收益債基金板塊

的吸引力可讓債價獲

得支撐動能，可收集

建倉。 ■梁亨

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CIF環球高收益基金 A4 USD 4.30% 12.65%    
美盛西方資產環球高收益基金 Prem Acc $ 3.99% 13.22%    
霸菱高收益債券基金 3.85% 10.18%    
施羅德環球高收益基金 A ACC 3.52% 10.76%    
聯博—環球高收益基金AT 3.24% 11.27%    
摩根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USD Acc 3.23% 10.80%    
富達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Acc 3.22% 10.80% 

黑田任前料量寬不變
補倉帶動 日圓暫回穩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回軟至92.0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進一步走高至1,59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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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日圓上周初在90.85附近獲得顯著支持
後，已持續作出反彈，在先後重上91及92水平後，
更一度於本周初反覆走高至93.70附近的1周高位。
由於快將成為下任日本央行行長的黑田東彥已表示
將不會把日本央行投放入市場的資金規模設定任何
限制，並且更認為日本央行現行的政策不足以達致
2%的通脹目標，其言論已反映黑田將會在白川方
明於本月19日離任後進一步擴大日本央行現行的寬
鬆措施規模，因此美元兌日圓的反彈幅度遂一度觸
及93.70水平。但隨 市場已認為日本央行於本周
三及周四連續兩日的政策會議上將會暫時按兵不
動，並且可能最快要待至下月3日及4日的會議上才
會推出新一輪的寬鬆行動，故此受到部分投資者傾
向先行回補日圓空倉盤獲利的影響下，美元兌日圓
於本周二曾反覆向下觸及92.90水平。

由於市場早已是累積了大量日圓空倉盤，而且美
元兌日圓於過去3周以來的升勢均依然是持續受制
於94.00至94.60之間的主要阻力區，再加上日本央
行亦可能要遲至4月才會加大其寬鬆措施的力度，
故此不排除投資者將會繼續傾向逢高沽出美元兌日
圓獲利的影響下，美元兌日圓的升幅暫時將不容易
過於擴大，將略為不利美元兌日圓的短期表現，故
此預料美元兌日圓將反覆回軟至92.00水平。

金價料小幅反彈
周一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4月期金收報1,572.40美

元，較上日升0.1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在1,569美
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已一度於本周二反覆走高
至1,584美元附近。受到美元於本周二走勢回軟的
影響下，預料現貨金價走高至1,590美元水平，但
升幅仍受限。

馮　強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

動向金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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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澳洲 08:30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

率。預測+0.6%。前值+0.5%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年
率。預測+3.0%。前值+3.1% 

歐元區 18:00 第四季區內生產總值(GDP)季率
修訂。預測-0.6%。前值-0.6% 

第四季區內生產總值(GDP)年率
修訂。預測-0.9%。前值-0.9% 

美國 21:15 2月ADP民間就業崗位。預測
增加17.0萬。前值增加19.2萬

23:00 1月工廠訂單。預測-2.2%。前
值+1.8% 

1月耐用訂單修訂。前值-5.2% 

1月扣除運輸耐用品訂單修
訂。前值+1.9% 

1月扣除國防耐用品訂單修
訂。前值-0.4% 

1月扣除飛機非國防資本財修
訂。前值+6.3% 

加拿大 23:00 央行利率決定。預測1.00%。
前值1.00% 

2月Ivey採購經理指數(PMI)。
前值54.8 

2月Ivey經季節調整(PMI)。預
測56.0。前值58.9

每年春天，在廣袤的成都平原上，各式鮮花總會競相怒放。白的、紅的、黃的⋯⋯奼紫嫣

紅，嬌艷迷人。而在眾多盛開的鮮花中，新津的梨花總以它那抹純潔的白獨樹一幟、驚艷於

世！每到此時，萬千賓客總會雲集於此，或遊走於花海間，或休憩在花樹下，沉迷、陶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冬、唐鎏宇

■責任編輯：陳秀麗
版面設計：陳漢才

新津的梨花真有這麼迷人？新津的梨花的確
如此迷人！而且在新津，迷人的不僅僅是

梨花！在梨花綻放的同時，伴其左右的成片開放
的粉嫩杜鵑同樣讓人心馳神往。這個時候，新津
的梨花和杜鵑共同為我們構成了這樣一幅畫面：
在起伏的山勢中，人們踏 田間小路尋覓盛開的
花朵。在峰迴路轉之時，滿眼如雲似雪的白突然
映入眼簾，和 粉紅的杜鵑、青翠的麥苗、閃爍
的水塘和青堂瓦舍的農家，宛如世外桃源，好一
片生態田園的壯闊美景！

醉美梨花，幸福新津。美麗的新津，各式盛開
的鮮花將微笑 迎接您的到來。幸福的新津，它
的未來值得您抱以更大的期待！

三月到新津來看花
陽春三月，幸福新津，梨花千樹萬樹美麗綻

放！3月8日至5月6日，以「遊幸福新津 賞醉美
梨花」為主題的2013四川花卉（果類）生態旅遊
節主會場暨成都．新津第十四屆國際梨花（杜鵑
花）節將在四川新津拉開帷幕。來自世界各地的
遊客將再次雲集新津，徜徉花海間，感受新津人
的幸福生活。

在新津賞花，有兩個地方不得不提，一個是梨
花溪景區，一個是花舞人間景區。梨花溪景區位
於新津城外3公里處。每年三月，景區內萬畝梨
花盛開，似漫天飛雪，若白雲天降。區內曲徑通

幽，修築疊翠、林蔭蔽日，流水
潺潺、泉水叮咚，各式奇觀異
景，美不勝收。

梨花溪，溪因花美，花因溪
媚，梨枝疏影橫斜，小溪水流清
淺，若值花開爛漫之時，微風拂
過，落英繽紛，花至溪中，滿溪
溢香。如此美景，使得「到新津
看梨花」早已成為許多成都市民
每年春季「保留項目」。

如果說梨花溪的梨花是一種純
潔之美，那麼新津花舞人間杜鵑
花、櫻花等花卉的相映成趣則成就了另一種絢
爛之美。作為中國西南地區最大的杜鵑花集中
展示地，花舞人間園內擁有一百多個品種、500
多萬株的杜鵑花。陽春三月，當您漫步於景區
之內，猶如置身於花的海洋，杜鵑花、海棠
花、桃花、梨花、櫻花，百花怒放，紅的似
火，粉的像霞，白的如雪，馥郁芬芳。各式不
同的鮮花競相綻放，共同編織出了一個色彩斑
斕的童話世界。

努力構建大旅遊發展格局
美麗綻放的梨花、杜鵑花，讓遊客如癡如醉的

同時，也見證了新津旅遊業近年來的快速發展。
作為「中國著名文化旅遊縣」，新津擁有觀音

寺、老君山、梨花溪、花舞人間、朴寶園等一大
批生態旅遊景點。面對這些令外界羨慕的生態旅
遊資源，新津立足對風景名勝、自然河流、原始
林木、地形地貌的保護，加快了花舞人間、亞特
蘭蒂斯、寶資山文旅項目等高端生態旅遊項目的
建設，同時舉辦國際名校賽艇賽、國際梨花節、
國際杜鵑花節、國際風箏節等，以節會活動吸引
人氣，帶動生態旅遊消費。

按照「做大規模、做強配套、做優服務」思
路，新津如今正 力構建「大旅遊、大宜居、大
商貿」發展格局。按照規劃，到2016年，新津將
建成2—3個大型旅遊綜合體，打造1—2個特色旅
遊鎮，力爭實現年旅遊人數1000萬人次以上、旅
遊業總收入達15億元以上。

■半山運河蕩輕舟

■海棠山舍梨樹林

■海棠仙子

陽春三月梨花美麗綻放
幸福新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