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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智庫IFO周一公布6月份IFO企業景氣判斷指
數升至105.9，企業現況指數為109.4，企業預期指
數為102.5，三項數據比預期略為改善，對歐元帶
來一點支持。德國智庫IFO經濟學家沃拉博表示，
德國企業景氣改善是由於出口預期上升有關，當中
汽車業對企業景氣改善最為明顯。近日歐洲多國受
洪水災害對經濟的影響，將會在未來幾個季度浮
現，而歐洲央行和美聯儲局最新政策對實體經濟的
影響仍不明確，還有時間觀察。

美元兌主要貨幣上周延續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
(FED)上周三設定縮減經濟刺激規模的計劃後出現
的漲勢，歐元兌美元跌至兩周低位1.3078，因歐美
利差朝有利於美元的方向變化，且希臘再度出現政
治動盪。美元大漲，諸如股票和公債等資產走低，
因美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周三表示，經濟改善的程度
足以促使美聯儲局縮減每月購買850億美元資產的
規模。這使交易商開始消化美聯儲局將在2014年底
升息的預期。美元兌一籃子貨幣周五升至82.524，
為6月6日以來最高。

希臘政治動盪憂融資受阻
希臘的民主左翼黨上周五可能推遲執政聯盟，

因有關恢復全國電視服務的磋商失敗，使該國再

度陷入動盪。這一消息使希臘借貸成本攀升至4
月以來最高。關於希臘可能面臨財政短絀的問
題，多位高級歐元區官員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均加以淡化處理，稱仍有時間進行補救。多
位官員本周稍早向路透表示，包括歐洲央行及
IMF在內的部分希臘債權人不願向該國提供融
資，因擔心對希臘的融資有部分違反了歐洲央行
的規定。多位歐元區財長施壓要求希臘執政聯盟
夥伴齊心合作，好讓他們能夠在7月對希臘財政
及改革計劃做出總結，並撥放下一筆援助款，還
稱緊急融資不會短少。

歐元兌美元走勢疲弱
圖表走勢所見，RSI及隨機指數自超買區回落，

MACD指標更顯現 利淡交叉，加上價位已失守近
月急促漲勢所形成之上升趨向線，令歐元兌美元之
技術前景仍見黯淡。當前一個重要支撐預料在100
天平均線1.3090，在上周已見緊迫此區但尚未為失
守，但若回到本周終見跌破，則歐元疲勢仍會延
續，下指支撐為1.30關口及250天平均線1.2940，進
一步關鍵則在1.28水平。向上阻力則回看10天平均
線1.33，未有回破此區，歐元將會維持調整傾向；
較大阻力則見於上周高位1.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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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業盛 新能源基金看好
雖然過往歷史上，潔淨與替代能源的前景直接關係到國家

的經濟能力與油品價格成背馳的關係，然而不斷增長的人
口、環保法規以及新技術正在改變能源格局，使得潔淨與替
代能源正逐漸進入全球能源結構。

在太陽能需求的推動下，僅美國太陽能光伏產業去年
3,313兆瓦產出，即使按年增加了76%，但美國去年的產出
只佔全球11%份額，這勢頭使得標普的全球潔淨能源指數

開年起以及開季起分分別漲了19.38%與15.72%，而標普的
全球替代能源指數則漲了11.59%與8.93%，而標普全球石油
指數由於全球經濟放緩的疑慮，同期分別跌了0.91%與
4.44%。

中美印度新能源發展潛力大
因此，即使聯儲局主席伯南克上月的言論導致

全球股市衝擊，由於美國能源資訊協會公布的
資料，顯示去年美國的電力有12%是來自替代

能源發電，基本面的支撐，讓潔淨/替代能源指
數6月以來的修正，還是低於標普全球石油指數6

月起的-4.17%的修正。市場預期，來自中、美以及
印度對潔淨/替代能源的需求，將讓相關企業業績以

及其股價迎來發展機遇的動能。

以佔近三個月的領先動力新能源基金為例，主要是透過世
界新能源總回報指數的20家指數成分股的證券管理組合，以
實現獲取指數相若的回報增長潛力。

基金在2010、2011和2012年表現分別為-35.56%、-36.51%
及-6.54%。基金平均市盈率和標準差為14.13倍及26.63%。資
產百分比為100% 股票。

資產地區分佈為32.85% 美國、19.95% 巴西、8.69% 台
灣、5.65% 日本、5.45% 意大利、4.95% 百慕達、4.9% 奧地
利、4.81% 其他地區、4.79% 菲律賓、4.25% 法國及3.71%
韓國。

資產行業比重為29.84% 公用、28.44% 工業、23% 科技、
10.28% 能源、4.73% 非周期性消費品及3.71% 基本物料。

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8.39% First Solar Inc.、5.65% 株
式會社村田製作所及5.45% Enel Green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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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領先動力新能源基金 2.74% 17.83%    
貝萊德新能源基金 A2 USD -0.44% 7.09%    
百達環保能源 P USD -0.92% 6.62%

商品貨幣大弱勢
澳元考驗91美仙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走低至90.5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6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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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元上周受制於96.40美仙附近阻力後，其跌幅
已迅速趨於擴大，在輕易跌穿93.25美仙附近主要
支持位後，更一度於本周初反覆下挫至91.45美仙
附近的兩年多以來低位。在市場已認為美國聯儲
局將頗有機會於今年內開始作出退市行動的影響
下，金價以及原油價格均已於近日持續處於反覆
下跌的走勢，因此受到主要商品價格出現顯著下
跌的拖累下，部分投資者現階段依然是傾向逢高
沽出商品貨幣，再加上全球股市的持續下跌亦令
市場的避險情緒有所升溫，這除了是有助美元進
一步轉強之外，將繼續不利澳元的短期表現。

另一方面，在澳洲央行仍然是傾向寬鬆其貨幣
政策之際，澳洲總理亦已表示澳元的下跌將有助
其他非礦產類行業經濟的成長，因此部分投資者
認為澳洲央行將可能在8月6日的政策會議上作出
進一步降息行動的情況下，澳元暫時將不容易出
現較大幅的反彈。此外，在市場氣氛已是頗為不
利商品貨幣的影響下，若果美國於本周二晚公布
的5月耐用品訂單數據一旦是好於預期，則澳元將
有機會跌穿91.00美仙關位。預料澳元將反覆走低
至90.50美仙水平。

金價反彈受阻再走低
雖然現貨金價上周五在1,269美元附近獲得較大

支後，已稍為作出反彈，但隨 其本周初的反彈
已是持續受制於1,301美元附近阻力後，金價的偏
弱走勢依然是沒有改變。由於美國聯儲局的退市
傾向已令市場認為美元利率往後將可能會逐漸掉
頭向上，該情況除了是不利金價的表現之外，部
分投資者亦將會繼續傾向逢高沽金，故此金價的
跌勢可能還未完結。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
1,26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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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14:45 法國 6月商業景氣指數。預測:93。前值:92

6月商業景氣指數。預測:93。前值:92

16:00 意大利 4月經季節調整零售銷售月率。前值:-0.3%

4月未經季節調整零售銷售年率。前值:-3.0%

18:00 英國 6月CBI零售銷售差值。預測:1。前值:-11

19:45 美國 ICSC/高盛連鎖店銷售周率(6月22日當周)。
前值:0.3%

20:30 美國 5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預測:0.1%。
前值:1.5%

5月耐用品訂單。預測:1.8%。前值:3.5%

20:55 美國 Redbook連鎖店銷售年率(6月22日當周)。
前值:2.9%

21:00 美國 4月標普/Case-Shiller房價指數未經季節調
整月率。預測:1.1%。前值:1.4%

4月標普/Case-Shiller房價指數年率。預
測:10.6%。前值:10.9%

4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價指數月率。
前值:1.3%

22:00 美國 6月消費信心指數。預測:75.2。前值:76.2

6月里奇蒙聯邦儲備銀行製造業指數。前
值:-2

5月新屋銷售年率。預測:46.3萬戶。前
值:45.4萬戶

22:30 美國 6月達拉斯聯儲服務業指數。前值:11.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一、張艷利）內地目前已擁有了
1萬多公里的高速鐵路和超過3萬公里的電氣化鐵路，但與
高速鐵路、電氣化鐵路接觸網檢修、維護、搶修相適應的
專業設備此前一直是空白。由中國北車北京二七裝備公司
研製、擁有「高鐵救護車」美稱的時速160公里接觸網多功
能綜合作業車將正式裝備中國鐵路。

「高鐵救護車」將裝備哈大高鐵

北京二七裝備公司研製的「高鐵救護車」日前獲得首批
訂單，在未來24個月內，北京二七裝備公司將向中國鐵路
總公司提供16台「高鐵救護車」。首批「高鐵救護車」有望
裝備北京、上海、濟南、西安、鄭州、瀋陽等鐵路局。其
中，瀋陽鐵路局有望配備2台「高鐵救護車」，服役東北首
條高速鐵路哈大高鐵及其他電氣化鐵路。

時速160公里接觸網多功能綜合作業車是當今世界技術最
為先進、運行速度最快、功能最為綜合、用途最廣泛的快
速接觸網綜合作業車和檢修、搶險用車輛。它的運行最高
時速可達160公里，就像救護車一樣，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抵
達作業現場，及時排除線路故障，確保鐵路暢通。即使是
在坡道隧道內和冰雪災害發生時，也可以快速、安全地加
速和制動，迅速駛抵作業現場。

除了具備快速抵達的特點，「高鐵救護車」還具有多功
能作業能力。不僅用於線路故障的處理，還可進行鐵路電

氣化接觸網的維護和保養作業，同時具備鐵路接觸網綜合檢測功能。
此外，「高鐵救護車」還進一步提高了牽引作業能力，即使滿掛一列
動車組，也能以最高130公里的時速將其牽引離開，實現線路的疏通。
一機多能的設計，使「高鐵救護車」具備了多種作業模式，在高速鐵
路線路的維護保養中，更顯經濟、適用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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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第二屆金交會料簽資50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第二屆中國（廣州）國際金融

交易博覽會於日前開幕。組委會稱，本屆展會首次邀請台灣金融機構
參展，台灣三三企業交流會會長江丙坤率隊出席相關活動。目前，已
有20餘家機構上報了70多個產融對接項目，擬簽約金額超5,000億元人
民幣(下同)。

組委會介紹，目前已報名參展機構265家，展館面積35,000平米。同
期，已有20多家機構上報了70多個產融對接項目，擬簽約金額超過
5,000億元。此外，67家機構現場提供了225項促銷優惠措施。同期，
100多家參展機構共推出2,000多個金融人才招聘崗位。廣州金融辦副主
任陳平稱，此次主要是相關金融機構與地方政府及企業簽約，其中將
跟粵東西北地區簽約，還包括一些創投項目和低碳行動項目。

另據了解，台灣金融機構參展是本屆金交會的重頭戲之一，展會期
間還將舉行兩岸金融合作的相關論壇。陳平指，今年是兩岸金融開放
的重要一年，台灣非常重視此次在廣州金交會的參展。

雲南白藥10億建新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艷娟

昆明報道）記者從在昆明召開的
第七屆中國生物產業大會上了解
到，旗下多個產品熱銷香港的雲
南白藥(深上市編號：000538)將
投資10.09億元(人民幣，下同)，
計劃4年建設大健康產業基地，
向個人護理等領域延伸，並將打
造完成從上游中藥材種植加工、
產品研發到下游精品生產銷售流
通的完整產業鏈，搭建國際一流
的產業平台。項目建成後年產
值、營業收入將分別達80億元、
200億元以上。

項目建成後年產值達80億
據了解，該項目規劃建設原料

藥材資源研發及GAP基地，形成
一個新三七種源品種，建成
5,000畝三七種苗培育及生產基

地；對原料藥材及其製劑生產線
進行新版GMP技術改造和建設
普藥生產基地，建成年產值10億
元的製造中心；建設雲南民族藥
協同創新平台，培育系列民族藥
重大品種，打造以企業為主體的
民族藥多學科綜合研發大平台；
建設雲南白藥醫藥物流中心，形
成年處理80億-100億元藥品倉儲
配送的能力。

雲南白藥集團副總經理秦皖
民在生物大會期間舉辦的中國
品牌藥企沙龍論壇上介紹，大
健康時代的到來，讓傳統醫藥
融入現代生活將成為中醫藥發
展的新途徑。2012年雲南白藥
實現銷售收入136.87億元，雲
南白藥牙膏銷售收入為17億
元，今年牙膏銷售收入有望超
過20億元。

博鰲亞洲自貿論壇青島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桂麗 王宇軒

青島報道）「博鰲亞洲論壇亞洲自貿協
定論壇2013」近日在青島即墨舉辦，
本次論壇由博鰲亞洲論壇與青島市政
府共同舉辦，受到中國外交部與商務
部支持。論壇分設：「亞洲的生產網
絡與自由貿易協定」，「區域經濟監
測」，「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
和世貿組織」和「次區域合作計劃：
基礎設施、貿易和投資」4個議題。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表示，
亞洲各種自貿協定之間有待進一步協
調，亞洲經濟一體化程度有待進一步
提高，本次論壇將回顧亞洲自貿區建
設經驗、探討亞洲在目前不斷發展變
化的國際經濟環境中自貿區建設的機
遇和挑戰，為推進亞洲區域經濟一體
化進程、實現自由貿易協定的落實研
討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俞建華

講到：「我們認為，最終最理想的狀
態是不同的自貿區全部打開，形成一
個統一的、高效的、整合的自貿區，
這樣它的效率是最高的。」「要防止出
現只是有些國家在船上，而另外或者
更多的國家在水裡面，被排除在外的
現象。如果這樣的現象變成現實，那
麼對在水裡面的是不公平的，對在船
上的也是不安全的。」

寧夏石嘴山建新型工業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實習記者 張雲 寧夏報道）2013寧夏(香港)經貿文化

旅遊活動周日前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開幕，對獨具魅力的寧夏風貌以及寧夏優勢特色

產業進行展出。寧夏銀川、石嘴山、吳忠、中衛、固原也就本市重點優勢產業進行了

展覽與推介。

石嘴山是國家「一五」時期佈局建設的十大
煤炭工業基地之一，是寧夏工業的「搖

籃」，作為典型的資源枯竭型城市，石嘴山市委
書記彭友東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為
了建設和諧富裕美麗新型工業城市，石嘴山市政
府下大力氣推進民生、產業和生態轉型發展，加
快建設和諧富裕美麗新型工業城市、在全區率先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之一
去年9月10日，國務院批准建設寧夏內陸開放

型經濟試驗區，石嘴山市委書記彭友東表示，建
設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是國家從對外開
放和區域協調發展大局出發，作出的一項重大戰
略，石嘴山是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的核心
區之一，自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建設啟動
以來，市委、政府高度重視、認真研究，結合實

際制定出台了《石嘴山市推進內陸開放型經濟試
驗區建設三年行動計劃》，明確了「建設內陸開
放型陸港經濟先行區、資源型城市轉型和生態
經濟示範區、承接產業轉移集聚區、高技能人
才培養重點區」四個戰略定位， 力從擴大
對外開放、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優化政策環
境三個方面重點突破，引領區域戰略發展。

彭友東：望與港加強合作

彭友東表示，香港作為國際著名的金融中心、
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在金融業、航運業和發展
外向型經濟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是內
陸城市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也是我們尋求合作
的重要區域。他迫切希望石嘴山能與香港以及海
外在金融、貿易、人才、旅遊開發、現代服務業
發展等方面展開合作，促進本地企業到香港上市
融資，借助香港的優勢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發展

石嘴山的外向型經濟，打開兩地交流合作、互利
共贏新局面。彭友東表示石嘴山將以最真誠的態
度、最優質的服務、最有效的措施為香港及海外
投資者在石嘴山投資興業保駕護航。

■「博鰲亞洲論壇亞洲自貿協定論壇

2013」論壇現場。

■石嘴山市委書記彭友東。

■擁有「高

鐵 救 護 車 」

美稱的時速

160公里接

觸網多功能

綜 合 作 業

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