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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藝術及推廣著名石
灣陶藝為主題展覽會，訂於2013年9月11日至
22日裕華國貨佐敦總店四字樓舉行《人在耕
陶醉陶中 劉炳、劉雪玲陶藝傳承展》。此展覽
會由新石灣美術陶瓷廠與裕華國聯合舉辦。

是次展覽會展出兩位劉大師極具品味的佳
作，讓大眾近距離感受他們作品的魅力。

中國陶瓷藝術大師劉炳先生，近年他塑造
作品題材多以人物為主如華佗、陸羽、李白
及小禪師等。他的陶藝創作儘管千變萬化，

但總不離一個共同的特點：嚴謹、端莊、寧
靜、和諧。另一位是省級工藝美術大師劉雪
玲，其創作的文人雅士、和尚、羅漢之類的
題材，追求內涵恬靜、豁達自然、氣度祥和
的表現手法，藉 以樸實的藝術語言使作品
與欣賞者產生共鳴。

展覽期間，凡於四字樓展覽廳選購任何陶
藝作品滿港幣10,000元或以上(以單一發票計
算)，即送由石灣美術陶瓷名師創作的藝術生
肖精品《兔氣揚眉》乙件，此作品在運用石

灣傳統的胎毛技法上極具功力，凸顯細微工
藝之餘，尚予人以飽滿外形拚勁十足的深切
感受。

馬會直接回饋香港逾200億 再創新高
香港賽馬會二○一二／一三年度（截至

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之財政年度）年

報出版，主席施文信回顧業績時表示，馬

會直接回饋香港的金額刷新紀錄，達二百

零七億四千萬港元，當中包括向政府繳納

的博彩稅及其他稅項、慈善捐款及對獎券

基金的撥款等。此外，馬會亦透過提供就

業機會、促進旅遊業及其他營運開支，間

接為本地經濟作出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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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荃惠道22-26號綠楊坊1樓F02號舖

施文信表示，香港面對不少挑戰，馬會亦須克服來自本地及國際的競爭壓力，卓
越的成績彰顯馬會持續為香港穩定發展護航的重要角色，除致力為港人每周提

供極受歡迎的娛樂外，馬會更透過非牟利的營運模式造福香港社群。
馬會本年度向政府繳付的博彩稅及利得稅，達破紀錄的一百七十六億四千萬港

元，佔稅務局全年稅收總額百分之七點三，令馬會繼續成為全港納稅最多的單一機
構。同時，馬會透過六合彩獎券業務為政府的獎券基金帶來十一億四千萬港元收
入，資助各項社會福利項目。

而馬會透過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於年內作出的慈善及社區項目捐款，亦刷新
紀錄，達十九億五千萬港元，較上年度增百分之十二點八，獲馬會撥款支持的慈善
及社區項目共有一百六十個，屬歷年之冠。施文信希望，馬會惠澤社群、與香港同
心同德的伙伴精神能獲得社會各界認同。

在社會上肩負眾多重要使命的馬會，一直以來秉持宗旨，以提高全港巿民的生活
質素為己任，致力為香港的未來作出貢獻。

扎根元朗逾七十年的老字號餅店——大同
老餅家，繼青衣城分店於七月開業後，最近
於荃灣綠楊坊開設荃灣分店，為喜愛中式傳
統餅食的人士提供更多地點的選擇。無論哪
個年代，傳統月餅地位無可替代，大同老餅
家在月餅的款式上堅拒隨波逐流，注重原材
料味道質樸，不加入任何香料，以本地製造
出品，堅持沿用傳統方式和優質食材精製月

餅和各式傳統的餅點，保存清味、健康及傳
統味道。

傳統老店面對時代變遷，大同老餅家制定
貼近市場的全新策略，如推出新產品、定價
貼近市場水平、運用創新方式進行推廣、增
加寄賣及銷售點等，達至不失傳統之餘亦為
客人帶來新鮮感，藉此增加客源，鞏固市場
地位。

為弘揚中華優秀飲食文化，促進中華飲食文
化的交流與融合，李錦記協助中國國務院新聞
辦公室、雲南省人民政府、中國常駐聯合國日
內瓦辦事處日前於聯合國駐日內瓦辦事處籌辦

「感知中國、美麗雲南」歡迎招待會。
「感知中國、美麗雲南」歡迎招待會在日

內瓦萬國宮舉行，二百多位聯合國官員及媒
體出席，當中包括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總幹
事托卡耶夫先生、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
富珍、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

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副代表吳海濤大使等，
以及李錦記(歐洲)有限公司總經理莊美賢。

在歡迎招待會上，李錦記特別邀請了四位國
寶級的中餐烹飪大師從中國遠赴瑞士登場獻
技，將中華飲食文化再一次帶到國際舞台上展
示。同時，李錦記亦在會場設一系列中華飲食
文化展覽。介紹中國八大名菜的特色、中式醬
料及調味品在菜式上的應用和重要性，以及中
西融合菜式與發展，讓聯合國的嘉賓了解中華
美食，擴大中餐在全球的發展。

裕華國貨 劉炳、劉雪玲陶藝傳承展

李錦記在日內瓦辦「感知中國」招待會

月餅至尊 大同老餅家荃灣分店開業

■李錦記(歐洲)有限公司總經理莊美賢致送

醬料水墨畫予聯合國駐日內瓦辦事處總幹

事托卡耶夫先生。

美元匯價周一大跌，因薩默斯周日宣佈退出美聯儲局
（FED）主席職位爭奪後美元下滑。

薩默斯為美國總統奧巴馬前經濟顧問與及克林頓政府
財長，他決定退出關於美聯儲局主席一職的競爭。而現
任主席伯南克的任期將於明年初結束。外界普遍認為新
主席為薩默斯與現任副主席耶倫之爭，薩默斯退出意耶
倫將會接任新主席職位，如果是耶倫擔任美聯儲局主席
的話，令人預期美國超寬鬆貨幣政策將在更長時間內保
持。

耶倫料掌聯儲局 退市步伐延長
從耶倫過去的演說中來看，她可能會把壓低失業率當

作首要任務，新的失業率目標可能下調至5.5%而不是目
前的6.5%，而首度升息的時間可能都會推遲一年到2016
年才開始。美元匯價兌各主要貨幣全線下跌，歐元兌美
元周一跳升至本月高位見1.3382水平。

歐洲央行（ECB）執委會成員莫爾許表示，他們已看
到歐洲經濟復甦的短暫跡象，有必要悉心照顧，全球經
濟復甦已出現正面跡象；而短期內歐洲央行不會考慮升
息。再者，他們必須加強監管一些國家的宏觀經濟失衡

狀況。莫爾許認為仍有控制銀行間借款成本上漲的選
項，而他們還沒有處在退出超寬鬆政策的路徑，因此不
希望貨幣市場過度活躍。至於在收回過度流動性時，在
這個過程中必須避免市場過度波動。市場關注美國聯邦
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將在周三開始的為期兩天的
政策會議後公佈政策聲明，分析師愈發認為，美聯儲局
下周的政策會議可能決定縮減每月850億美元的買債規
模，這將會為美元去向帶來新指引。

歐元兌美元上周後段處於爭持走勢，下方在1.3250水平
獲見支撐，上方在1.3380已見受制。估計本周早段在等待
美聯儲局會議期間，除非有新的重大消息，否則歐元兌
美元料將保持在目前的區間盤整形態。圖表走勢所見，
歐元近數日之漲勢，已逐步靠近前兩次之高位，即為6月
18日的1.3415及8月20日的1.3452，短線歐元應會向上探試
此兩區阻力，同時，若果可以作進一步突破，亦即穿破
近三個月之爭持頂部，料將延伸另一浪升勢，其後目標
可看至1.3520及1.36水平。不過，由於美聯儲局議息會議
臨近，預料此前出現明確上破之幾率不大。至於下方支
持估計在1.32及1.3160，關鍵則注目於1.31水平，同時亦
為250天平均線位置，前一周亦僅可險守 此區而回升。

出擊金匯

復甦持續美小型基金看俏
雖然美國這波增長是不慍不火，但隨 經濟活動回升，復

甦勢頭日趨穩固，而以紐約市中心三家知名牛排餐廳的人流
量和就餐氛圍後得出的牛排餐廳指數，也展現了經濟危機以
來，紐約曼哈頓的商業人士評估當地的經濟復甦。

紐約牛排餐廳生意旺成指標
相對於這三家知名牛排餐廳的老闆在去年八月均承認生意

遠不如從前，當下並推測再也無法恢復到經濟危機前的水
平，如今不僅這三家餐廳的生意紅火，紐約市中心更多了幾
家大牌牛排餐廳，而這些大牌餐廳的生意同樣蒸蒸日上。

這是隨了富裕的外地遊客蜂擁而至，讓這些大牌餐廳座無
虛席外，更多的因素是股本私募公司和最近落戶市中心的科

技公司舉辦公司聚會活動，帶動與這些公司有金融業務
往來的銀行、廣告代理商和律師事務所的員工和客戶消
費。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公司的聚餐人群只三十多歲、均
是事業有成，其消費能力也遠比三年前多，讓牛排

餐廳生意重振風姿之餘，也意味 紐約已經回到了從
前。
而美國經濟體今年表現不俗，使得當地小型股自6月中

低點起，平均漲超過11%，可見只要美國經濟和勞動市場

持續好轉，小型企業作為擔綱本土經濟指標的領頭羊，其股
價有望受惠經濟動能而更上層樓。

比如佔近三個月榜首的摩根美國小型企業增長基金，主要
是透過具增長風格的美國小型企業股票證券管理組合，以實
現長期資本增值的目標。

基金在2010、2011和2012年表現分別為30.83%、-5.14%及
8.62%。基金平均市盈率和標準差為27.3倍及20.81%。資產百
分比為100% 股票。

資產行業比重為24.3% 科技、22.4% 健康護理、14.6% 耐用
品生產商、13.5% 非必需品消費、10.6% 金融服務業、6.5% 基
本物料及處理、5.1% 能源、2.6% 必需品消費及0.4% 公用。

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1.6% Acadia Healthcare Co.、1.6%
Financial Engines及1.6% Wolverine World Wide。

薩默斯突退出 歐元急升受阻1.34

追蹤美國小型股的羅素

2000指數自去年中以來更勝

一籌的表現，使得指數未來

12個月預測市盈率達到22.8

倍，由於小型股這波漲

幅是受惠美國本土經

濟復甦，倘若投資者

憧憬美國經濟復甦持

續，會有利當地小型

股板塊獲得吸引

力動能，不

妨留意佈局

建倉。

■梁亨

美國小型企業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摩根美國小型企業增長（美元）A股（分派） 13.86% 34.67%
駿利美國創業基金 A USD 10.68% 27.01%
美盛銳思美國小型資本機會基金 Prem Acc $ 7.19% 27.75%
施羅德美國小型公司基金A ACC 6.67% 14.62%
宏利美國小型公司基金 AA 5.08% 9.74%

美元雖跌 金價弱勢
料1300/1340上落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回落至1.325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300至1,340美元之間。

倫敦金走勢

1,410

1,300

1,190

美元

6 8 9月7

9月16日 19：30
報價：1,315.2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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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天線

2013年

現貨金價本月初受制於1,416美元附近阻力後，
已持續處於反覆下跌走勢，在輕易失守1,400美元
後，更於上周五反覆下跌至1,304美元附近的5周
低位。雖然薩默斯不競逐聯儲局主席的消息令美
元表現偏弱，同時美國長債息率亦出現下降，但
昨天現貨金價反彈受制於1,334美元阻力後，便迅
速回落至1,322美元水平，這除了反映敘利亞化武
事件將接近告一段落之外，市場對於聯儲局的會
議結果依然顯得較為謹慎，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
上落於1,300至1,340美元之間。

歐元高位回吐壓力大
歐元上周在1.3155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

已衝破近日位於1.3320至1.3330美元之間的阻力
位，並且更於本周初反覆走高至1.3380美元附近
的兩周多高位。在《日本經濟新聞》剛於上周五
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將會提名薩默斯為美國聯儲
局主席，而美元亦因此略為偏強之際，薩默斯卻
突然退出聯儲局主席職位的角逐，該消息除了導
致美元昨天急速受壓之外，歐元的升勢亦得以擴
大至1.3380美元水平。

此外，歐元區7月失業率正處12.1%紀錄高點以
及歐元區7月工業生產又按月下跌1.5%的不利因
素下，歐元昨天的偏強走勢主要是受惠於薩默斯
消息影響。隨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將於本周初
在柏林發表言論，而美國聯儲局亦將於本周三晚
公布會議結果之前，投資者對過於推高歐元依然
是抱有戒心。所以歐元暫時將不容易突破過去7
個月以來位於1.3400至1.3450美元之間的重要阻力
區，將對歐元構成一定回吐壓力，料反覆回落至
1.3250美元水平。

馮　強動向金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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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15:15 歐元區 第2季度就業人口年率。前值：-1.0%
16:00 歐元區 7月經季節調整流動賬。預測：165億盈餘。前值：169億

盈餘
7月未經季節調整流動賬。預測：150億盈餘。前值：261
億盈餘
7月淨投資。前值：淨流入181億

16:30 英國 8月生產物價指數（PPI）投入物價年率。前值：5.0%
8月生產物價指數（PPI）產出物價月率。前值：0.2%；年
率。前值：2.1%
8月生產物價指數（PPI）核心產出物價月率。前值：
0.1%；年率。前值：1.1%
8月生產物價指數（PPI）投入物價月率。前值：1.1%
8月扣除貸款後零售物價指數（RPI-X）年率。前值：3.2%
8月消費物價指數（CPI）月率。前值：0.0%；年率。前
值：2.8%
8月零售物價指數（RPI）月率。前值：0.0%；年率。前
值：3.1%
8月扣除貸款後零售物價指數（RPI-X）月率。前值：0.0%

17:00 德國 9月ZEW月經濟景氣指數。預測：46.0。前值：42.0
9月ZEW現況指數。預測：22.0。前值：18.3

20:30 加拿大 7月製造業銷售。前值：-0.5%
美國 8月實質所得。預測：0.1%。前值：-0.5%

8月扣除食品和能源核心CPI年率。前值：1.7%；月率。
預測：0.2%。前值：0.2%
8月消費物價指數（CPI）年率。前值：2.0%；月率。預
測：0.2%。前值：0.2%

21:00 美國 7月整體資本淨流動。前值：淨流出190億
22:00 美國 9月全美住宅建築商協會（NAHB）房屋市場指數。預測：

60。前值：59
23:30 美國 8月克利夫蘭聯邦儲備銀行CPI。前值：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