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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打造大湖名城 創新高地

北
控
水
務
落
戶
包
河
區

高
新
區
建
﹁
中
科
智
城
﹂

經開區簽3項目投資25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通訊員

楊翠）國家級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今年提出「建設中科智城、打造江淮硅
谷」的新發展戰略。力爭到2020年，該
區「中科智城」建設進入國家自主創新
的戰略佈局，科技型企業總數達到1萬
家，並力爭引進50家跨國公司在該區中
科智城設立研發中心，與國內外知名高
校和科研院所共建產業技術研究院達到
20家。

專利申請年增60%

合肥高新區現擁有高新技術企業268
家，佔合肥全市的51%。企業專利申請
量年均增長60%以上，企業轉化科技成
果達1000多項。

在合肥高新區成立的中科大先進技術
研究院，目前已與中科院自動化研究
所、中芯國際、阿里巴巴等10家單位簽
訂戰略合作協議，將共同建設高水平的
研發中心、國家級工程實踐教育中心等
創新聯合體。該院計劃近期力爭組建5
個以上國家工程技術研發中心、1至2個
國家級工程實驗室。到2020年，累計申
請專利超過2000件，育成高新技術企業
不少於200家。

建全球首個量子通信網

合肥高新區目前已出台支持海歸創業
政策，重點引進創新人才、領軍人才和
專業技術人才。近幾年，共引進海歸創
業團隊36個，區內企業院士增至9人。
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偉健在該區建
立了全球首個規模化量子通信試驗示範
網，培育出世界水平的量子通訊產業。

合肥市長張慶軍介紹，合肥正按
照「大湖名城、創新高地」的

戰略定位，加快建設長三角新興中心
城市，邁向在全國有較大影響力的區
域性特大城市。

千家港企 落戶合肥

張慶軍說，合肥與香港的經貿聯繫
十分緊密，目前在肥港資企業近千
家，投資總額近百億美元。以招商局
集團、聯寶合肥公司、元一集團、銀
泰百貨為代表的一大批港資企業，在
合肥投資興業並取得良好效益。

左右逢源 聯動發展

張慶軍介紹，合肥既是長三角城市
群的重要成員，也是中部六省的省會
城市，最近又加入了長江中游城市集

群。這樣獨特的區位十分難得。合肥
將將發揮居中靠東、連南接北的區位
優勢，做到「左顧右盼」、「左右逢
源」，一方面融入長三角，承接產業轉
移；一方面還要瞄準中部，聯手打造
中國經濟增長的第四極。合肥將與周
邊城市聯動發展，共同打造中國經濟

「升級版」而努力，分享中國經濟增長
的紅利。

治理巢湖 城湖共生

張慶軍說，建設生態合肥，巢湖是
關鍵。巢湖治理的程度，決定 合肥
發展的程度，決定 城市建設的終極
規模。所以，合肥的建設和發展必須
走「城湖共生」之路。如果合肥能把
巢湖治理好，「一湖清水」再加上一
個經濟繁榮、活力四射的現代化城

市，這對於實踐「美麗中國」將更具
典型示範意義。

合肥未來的發展將優先推動生態環

境保護，實現低碳綠色發展，實現城
市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戰
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長城）安徽省會合肥堅持「工業立市」、

「創新驅動」等發展戰略，GDP年均增長17%以上，成為內地發展

最快的省會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長城）合肥市包河區
招商局與香港北控水環
境投資有限公司成功簽
約。北控水環境投資有
限公司入駐合肥市包河
區，投資2億港幣註冊成
立北控水務華東區域總
部公司。華東區域總部
成立後，預計投入26億
美元參與安徽省及華東
區域範圍內，包括巢湖
流域的整治，生態修復
及污水處理等項目。

北控水環境投資有限
公司是北控水務集團有
限公司（北控水務集團）
的全資子公司。北控水
務集團是目前國內規模
最大、專業化程度最高
的水務企業，在香港聯
交所主板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長城）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本
次共現場簽約三個項目，總投資額達25億元人民幣，涉及
商貿物流、汽車配套、城市綜合體等行業，即：嘉民合肥
國際物流中心、松芝汽車空調、桐山正大國際廣場項目。

合肥經開區已入駐港資企業近四十家，涉及電子信息、
家電、汽車及零部件、輕工紡和服務業等行業。合肥聯亞
製衣有限公司由香港聯亞集團於1999年在經開區投資建
設，是全球最具規模和實力的高檔服裝製造商之一。

近四十家港企已入駐

總部位於香港的招商局集團、嘉民集團等企業都已在經
開區投資物流中心項目，嘉民將為其500強客戶建立商品
集散、材料倉儲、城市配送於一體的國際配送中心。招商
局物流也將在經開區建立為華東地區企業提供集商流、物
流、資金流、信息流於一體的全供應鏈配套服務基地。同
時在港交所上市的企業成為經開區新的投資增長點。

聯想集團作為在港交所上市的世界500強企業，2011年9
月27日項目簽約，10月8日項目舉行開工儀式，從簽約到開
工只花了11天的時間，從開工到投產僅用了14個月，創造
了新的「合肥速度」。熔盛集團投資的合肥熔安動力機械
有限公司作為裝備製造龍頭企業，吸引了一大批船用柴油
發動機配套產業入駐，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促進了該區
裝備製造業的集群發展。

■合肥經開區是內地最大的船用低速柴油機生產基地。圖

為熔安動力公司生產基地。 資料圖片

■合肥市長張慶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長城 攝

■中科大先進技術研究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 攝

財理/

塞浦路斯財長Harris Georgiades表
示，本月達成國際救助協議後，塞浦
路斯並未將出售黃金儲備視為優先考
慮方案，當前正在評估可以滿足協議
的所有方案。Georgiades也表示，他預
計貨幣管控將在「數日或數周內」鬆
綁。塞浦路斯為獲取救助而同意出售
價值4億歐元的黃金儲備，本月稍早在
歐洲市場造成驚擾。塞浦路斯售金數
量不大，但這創下歐元區國家央行被
迫出售部分儲備的先例，推動金價創
下30年來最大跌幅。投資人擔心還有
一些經濟規模更大、也處於掙扎的歐
元區國家，最後也可能得步上塞浦路
斯的後塵。不過儘管Georgiades表示出
售黃金是該國對國際貸款方的幾項承
諾之一，但他也表示，那並非優先議
題。

黃金ETF持金降至1097噸
倫敦黃金周二下跌，終止了之前連

續五個交易日的升勢，美元上漲令金
價承壓。商品市場整體走弱，中國
PMI數據疲弱，歐洲採購經理指數

(PMI)，特別是德國的數據不佳，拉低
了銅，銀，以至鉑金和鈀金等商品的
價格，黃金也跟隨下跌。在紐約時
段，有關白宮發生爆炸的虛假報道一
度導致金市、股市、債市、油市和其
他商品市場大幅震盪。金價因上述虛
假報道而短暫從低位反彈。另外，全
球最大的黃金上市交易基金(ETF)的黃
金持有量急速下降，突顯投資人轉投
股票和其他資產。該ETF截至4月23日
的黃金持倉量進一步下降至1,097.09
噸。資料顯示，3月初持倉量仍為1,254
噸。

技術走勢而言，隨 RSI及隨機指數
亦自超賣區域回升，及擺脫了1,400美
元關口之掣肘，或見黃金短期呈喘
穩。上周一金價曾先後反彈的兩個高
位1,459及1,493美元，將會為後市較大
之阻力依據。另外，計算其反彈幅
度，亦可以黃金比率推算，自上周
1,590美元起始之跌幅，50%及61.8%之
反彈將可看至1,455及1,488美元。更為
關鍵的，估計1,500美元關口仍將會是
一個重要阻力。金價已連續五個交易

日反彈，幅度逾110美元，於周一的上
行暫見受限於9天平均線，估計若金價
未可持穩其上，則可能會先行作一段
技術整固，較近支撐預估在1,414及
1,398美元，下一級可看至1,380美元。

全球最大白銀ETF iShares Silver
Trust截至4月23日的白銀持倉量為
10,318.82噸，較上日大幅減少近132
噸。

白銀超賣反彈力弱
倫敦白銀自上周以來之走勢僅在24

美元關口下方爭持整固。雖然RSI及隨
機指數均已走至20美元下方之超賣區
域，但未足以可預示銀價有超賣後反
彈之動力；若要確認銀價可作較大幅
度之反彈，則需要價位進一步突破24
美元關口，之後面臨反彈阻力預料為
24.50及24.80美元水平；進一步阻力則
可看至25.82美元。至於下方較近支撐
可參考22.80美元，更為關鍵支撐應在
上周二險守 的22美元水平，預料破
位延伸下試水準將會達至21.10及更為
重要的20美元心理關口。

出擊金匯

農產品基金弱勢未改
據基金經理表示，不僅美國的穀類庫高於預期，聯合國追蹤的

全球糧食價格在南美洲的農夫亦以創紀錄的收成量，使得價格在2
月時出現5連降，而USAG在上月美國農業部公布穀類庫存前的每
股24.36元(美元，下同) ，公布當天急跌至19.9元，雖然其後股價
迅速反彈至23.8元，而目前股價處於23.61元，已低於50天、100天
線水平。

分析師評論悲觀添陰影
至於標普高盛農業指數方面，玉米價格自月初的24年來最大跌

幅，也讓指數追蹤的8種商品價格來到近9個月的低水平之餘，指
數也自去年的高位跌了21%，技術上遁入了熊市。這也不難理解

在80%有追蹤這指數的分析師表示悲觀下，使得整體平
均對指數得出「強烈建議賣出」的評語，為相關產業股
抹上一層陰影。

以佔今年以來榜首的荷寶精選農業股票基金為
例，主要是透過財務和可持續性為挑選標準的經營

農業或從農業發展中獲利的公司多元化證券管理組
合。
基金在2010、2011和2012年表現分別為14.56%、

-17.79%及20.9%。基金平均市盈率和標準差為13.15倍及

22.47%。資產百分比為99.5% 股票及0.5% 貨幣市場。
資產行業比重為38.7% 食品、24.2% 化工、14.3% 機械設備、

4.7% 公路與鐵路、4.7% 飲料、4% 其他行業、2.7% 製藥、2.1%
電子與電機設備、1.6% 貿易與分銷、1.3% 食品/藥物零售及1.2%
石油與天然氣。

資產地區分布為69% 美洲、18.6% 歐洲、8% 遠東及3.9% 其他
地區。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4.43% 邦吉集團、3.21% CF
Industries Holdings及3.19% Titan International。

沽金未消 金價反彈後整固

受美國農業部上月底公

布的穀類庫存預估高於市

場預期的影響，使得農產

品基金開季以來平均跌了

6.17% ，在美國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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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基金表現
基金 今年以來 近一年

荷寶精選農業股票 I 2.92% 9.16%

百達農業資源 P 2.61% 8.74%

東方匯理環球農業基金 AU C 2.30% 2.76%

霸菱環球農業基金 A USD 1.98% 6.18%

安本歐洲股息基金 A2 5.66% 13.03%

首域全球農業基金 I 1.59% 7.43%

DWS 環球神農 FC 0.66% 4.99%

兌紐元交叉匯下滑
澳元料下破1.02關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走低至1.018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續於1,390至1,440美元上落。

澳元兌美元

1.055   

1.035

1.015

美元

2 3 4月112

4月24日19:30
報價:1.0272美元

10天線
20天線
50天線

2013年2012

澳元本月中旬顯著受制於1.0580美元附近阻
力後，已是持續處於反覆偏弱的走勢，並且
更於本周二進一步走低至1.0220美元附近的6
周低位。雖然澳元在經歷了2011年11月至
2012年12月之間的6次降息之後，澳洲央行已
是暫時按兵不動，但受到商品價格在近期出
現了較大跌幅的拖累下，商品貨幣已是不容
易作出太大幅的反彈，該情況亦是引致澳元
現時的表現持續遜於上月的原因之一。此
外，澳洲在本月11日公布了疲弱的就業數據
之外，更於本周三公布了頗為溫和的首季消
費者物價指數，因此受到該些數據的影響
下，不排除澳洲央行往後將依然是有機會進
一步寬鬆其貨幣政策，所以部分投資者現階
段已暫時不願把澳元匯價往上推得過高，將
不利澳元的短期走勢，故此預期澳元將仍有
反覆下調空間。

另一方面，紐國央行於本周三維持紐元利
率不變後，更表示紐國經濟已是有所上升，
因此部分投資者認為紐國經濟成長稍後將會
加速的情況下，澳元的表現已是略為遜於紐
元，而澳元兌紐元交叉匯價亦因此於周三時
段一度反覆下滑至1.2110附近的34個月低位，
該情況亦對澳元的表現構成負面影響。預料
澳元將反覆走低至1.0180美元水平。

觀望美GDP  金價回軟
周二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6月期金收報

1,408.80美元，較上日下跌12.40美元。現貨金
價本周初受制於1,438美元附近阻力後，其反
彈走勢已是有所放緩，再加上市場仍在等候
美國於本周五公布的首季經濟成長數據，故此
預料現貨金價續於1,390至1440美元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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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45 新西蘭 截止3月的一年貿易平衡。前

值：10.8赤字

07:50 日本 前周投資外國債券。前值：

賣超3,319億

16:30 英國 第1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

季率初值。預測：0.1%。前

值：-0.3%

16:30 英國 第1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

年率初值。預測：0.3%。前

值：0.2%

20:30 美國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4月

20日當周)。預測：35.1萬

人。前值：35.2萬人

20:30 美國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四周

均值。前值：36.125萬人

20:30 美國 持續申領失業金人數(4月13

日當周)。預測：306.0萬人。

前值：306.8萬人

23:00 美國 4月堪薩斯城聯邦儲備銀行綜

合指數。前值：-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