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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包
河區是安徽經濟總量第一的城區 在先進製造業和
現代服務業兩大領域均有較強競爭力 根據日前公
佈的 2013年度中國中小城市科學發展評價體系研
究成果 包河區成功躋身中國市轄區綜合實力百
強區第63位和最具投資潛力中小城市百強區第13
位 是安徽省唯一進入全國百強區的城區 包河區
將加快產業升級轉型 到 十二五 末實現綜合實
力躋身全國百強區前50強

包河位處合肥市中心 瀕臨巢湖 坐擁濱湖新區
和高鐵站片區 是合肥市城區中面積最大 人口最
多的城區 隨着安徽省級政務中心即將遷入 包河
將成為安徽全省的政治經濟文化新中心 從基礎條
件看 已形成高鐵 地鐵 高速等綜合交通優勢
城市基礎設施全省一流 生態環境建設成效明顯
包河區去年完成地區生產總值542億元(人民幣 下
同) 人均 GDP 達 5.87 萬元 遠高於全國人均
GDP3.83萬元的指標 今年前三季度 包河區經濟
發展保持良好勢頭 有10項指標總量 6項指標增
幅位居合肥全市城區之首 其中 完成GDP406.8
億元 增長10.9% 固定資產投資646.97億元 增
長20% 工業總產值378.5億元 增長9% 戰略性
新興產業產值50.5億元 增長25% 招商引資總量
184.8億元 外商直接投資1.39億美元 財政總收入
24.4億元 增長10.85%

包河區是合肥主城區 發展現代服務業空間大
目前 包河區共有世界500強企業的區域總部11
家 中國500強企業的區域總部12家 區域內基本
形成以商貿 金融 總部經濟 電子商務 現代物
流 文化創意會展為主的現代服務業體系 在拓展
城市發展空間方面 包河區通過持續徵地拆遷 擁
有的大量淨地 可供成片開發的地塊 在全國省會
城區中實屬難得 主要包括 十五里河高鐵站片
區 淝河片區以及全市面積最大的都市產業園區
可供開發的區域面積達到60多平方公里 其中已拆
遷交付的淨地將近2萬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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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廣核獲 中法合作企業獎
在2013年

度法國 法中優秀企業獎 頒獎典禮上，中國廣核
集團獲頒 中法合作獎 ，和華為公司一起成為獲
得表彰的兩家在法中資企業，這也是中國企業第一
次獲此獎項。

據悉，《中法合作獎》的評選標準主要為參選企
業在宣傳中國產品和服務方面做出的努力、對法國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貢獻以及對加強中法經貿關係發
揮的作用等方面。中廣核因在中法核能合作中充分

展示了中國企業在核電生產、建設和技術研發方面
的後發優勢，促進了兩國核電安全發展水平的共同
提升，並在推動中法核能合作向縱深發展等方面發
揮了顯著作用而獲得該項表彰。
2009年9月，由中廣核與法國電力公司 共同設

計、共同建造 的台山核電站一期開工建設。台山
核電站一期核島設計由中廣核工程公司、中廣核工
程設計公司與法國阿海琺集團組成的聯合體承擔，
其中中方承擔的設計工作和供貨份額超過50%。常
規島設計供貨由中廣核、東方電氣、阿爾斯通等公
司共同承擔。目前台山核電站工程建設進展順利。

長春辦糖酒食品會
第二屆中國（長

春）糖酒食品展覽會定於11月8日至10日在吉林
省長春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本屆展會展出面積達
6,000平方米，共設300餘個標準展位，參展企業近
200家，商品3000餘種。展會共設三個商品分區：
A、酒水區，含白酒、洋酒、紅酒、黃酒、啤酒、
飲料等；B、食品區，有糖及糖製品、茶葉、乾
果、小食品以食品添加劑、名優土特產、中西餐調
味品、配料、食品包裝等為主；C、形象展區（特
裝區）。目前已確定參展企業達120家，其中省內
100家、外省20家。

廈門加速融入華南經濟圈

蒙徽是借應邀主理香港廈門聯誼總會第十一屆理監
事會就職典禮之機對港進行參訪的。這是王蒙徽履

新福建後首次訪港。在短短兩天半行程中，他率由廈門
市發改委、規劃局、建設局等部門官員組成的精幹隊伍，
密集走訪了招商局集團、太古集團、貿發局、金管局、
賽富亞洲基金、金利豐集團等機構，問計名士鄉賢，
並系統參觀了西九龍地鐵和城際交通樞紐、添馬公園、
半山綠道等公共項目。

在與信和集團主席黃志祥的會晤中，王蒙徽談
到，在新一輪城市規劃建設中，廈門致力於提高城
區品味，細化整合廈門與周邊城市的功能分區，並
加快產業轉型升級。 此行很重要的目的是學習香
港的現代服務業經驗和做法，廈門更適合發展現代
服務業，需要引入高檔次的金融、服務等領域的資
源。希望信和等香港企業機構給廈門提供更好的建
議與經驗。
今年8月，由王蒙徽策劃組織編制的 美麗廈
門 戰略規劃討論稿首度向社會公開。規劃提出建
設國際知名的花園城市、美麗中國的典範城市、兩

岸交流的窗口城市、閩南地區的中心城市、溫馨包
容的幸福城市等發展目標及行動計劃，並公開向社
會廣泛徵集意見與建議，以期進一步充實這份城市
中長期規劃藍圖。

王蒙徽並透露，廈門醞釀加大改革力度，推進投
資環境優化。他進一步提出，上海自貿區建設對廈

門同樣是機會。 廈門擁有對台的特殊優勢，台灣
也正進行自由貿易島規劃，如果把廈門海關的特殊
監管區域如保稅港區、保稅園區與上海自貿區對接
起來，便能在大的環境空間上來整合廈門的社會發
展。
中銀控股副董事長林廣兆建議，居兩岸優勢的廈

門，可以打造銀行界資金調節中心與資產債券化中
心，嘗試包括貨幣離岸業務在內的金融業務。

踏入旺季 消費股基金有勢

就業增幅大 紐元強反彈
紐元周三受到投資者追捧，因該國就業增長錄得逾五

年來最大增幅，失業率從6.4%跌至6.2%。數據向好，
支撐了市場的預期，即新西蘭央行將於2014年初開始
升息。紐元兌美元周三升至兩周高位0.8370水平。
技術走勢分析，預計紐元中期重要支撐在250天平均

線0.82水平，由於自五月中旬跌破250天線後，紐元則
持續受壓於此指標，直至9月中才重返其上，因此，若
果紐元再次失守，則此行之上漲勢頭將告終結，進一步
下探支撐料會看至0.8125及100天平均線0.8065。不
過，在10月初卻見低位險守250天平均線，續後更呈大
幅反彈，故有機會這可視為一組後抽動作，可望在短期
內迎來更為強力之反撲。至於向上阻力則預估在0.84及
0.8540，其後目標為4月30日高位0.8587。

英國國家經濟社會研究院(NIESR)表示，英國央行可
能在2015年下半年升息，不等到失業率觸及7%門檻。
NIESR預計，英國失業率在2016年初以後才會降至7%
以下，時間長於大多數投資者的預期，而略早於英國央
行的預估。NIESR在季度報告中稱，即便如此，英國
央行仍可能會在2015年升息，以防止英國經濟過熱。

周二數據顯示英國服務業活動擴張速度為16年來最
快，直指本年最後一季英國經濟強勁增長。金融數據編
制機構Markit稱，英國10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從9月的60.3升至62.5，高於分析師預估的降至
59.8，這提升了英國央行下周將上調季度經濟增速預估
的可能性。英鎊兌美元周二漲至1.6063，從周一觸及的
近三周低位1.5904美元顯著反彈。較之兌美元，英鎊
兌歐元的漲幅較大，在周四歐洲央行會議前，市場正消
化歐洲央行將減息或推出更多刺激舉措的可能性。英國
央行在本周四也召開會議，但預期將維持政策不變。
技術圖表所見，自9月中至今的英鎊走勢，已見一組

雙頂形態成形，在上周五及本周一兩日低位碰近1.59水
平的頸線位置，現在就只差1.59會否失守，1.59水平將
會是一個重要關卡，除了因此區是雙頂頸線以外，在本
月早段亦曾多日低探此區未破，以至上周五及本周一亦
碰至1.59邊緣；因此，若果後市一舉下破此區，料會有
着一定爆發力度。延伸支撐可先看至1.5820及1.5680，
為前兩月累計漲幅的38.2%及50%回吐水準，61.8%則
達至1.5545。另外，倘若以形態幅度計算，中期下試目
標則在1.5540。至於短期上方阻力則預估在25天平均
線1.6065，進一步則會看至1.6130及1.6260。

市場研究機構尼爾森公布的第3季全球各地消費信心 顯示成熟
國家國家消費信心顯著復甦 英 美的消費信心更雙雙衝上6年新
高 只亞太地區的消費信心1年來首度下滑 展露疲態

全球第二大信信用卡公司—萬事達卡(MA)以發卡地本國貨幣發
行的簽賬消費有14%按年增長 較第二季的12%增長有進步 因此
即使MA的股價在公布業績前的過往5年 已漲了超過440% 但亮
麗業績還是讓其股價在上月底來到52周高位的737元(美元 下
同)
即使目前MA的股價已高於28家券商的702.5元均值目標價和
699.75元目標價中位數 由於MA上季收入按年增長16%至22.2
億元 使得MA的每股7.27元經營盈利 超過市場預估的6.95元
之餘 也大大超過去年同期的6.17元

因此 即使分析員以較過往5年有25%盈利增長為低的
預測 以明年預測23倍市盈率計 只要MA未來5年盈利
有18.59%增長 未來5年的每股盈利一旦超過50元 市
盈率重估有望回落至20倍 MA的股價就有望與谷歌一
樣跨越1,000元大關 讓MA股價和持股基金添一份
後市動能憧憬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荷寶全球消費新趨勢股票基金為

例 主要是透過數碼消費 新興市場消費和環保意識相關

的公司股本證券 讓證券管理組合實現受惠這行業趨勢的長期發
展
基金在 2010 2011 和 2012 年表現分別為 26.76% -7.9%及
25.94% 基金平均市盈率和標準差為24.11倍及17.59%
資產行業比重為22.2% 其他行業 19.1% 互聯網軟件/服務與郵購
零售 15.1% 媒體 14.1% 服裝與紡織品 7% 特色/多元化零售
6.6% 食品與藥物零售 4.5% 飲料 4.5% 資訊科技 3.4% 酒店餐
館與休閒及3.3% 多元化電訊服務
資產地區分布為 60.9% 美國 21.1% 歐洲 11.8% 遠東區及

6% 其他地區 資產百分比為99.8% 股票及0.2% 貨幣市場 基金
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 3.03% 谷歌 2.47% 萬事達卡及 2.2% 臉
書

歐元上周受制1.38美元水平後跌勢加劇，並且
在本周初失守過去6周以來位於1.3460至1.3470
美元之間的主要支持區後，一度下挫至1.3440美
元附近。雖然周初公布的歐元區10月製造業採購
經理指數略好於9月的表現，引致歐元稍為作出
反彈，但隨着歐元近日的反彈均持續受制1.3520
至1.3525美元之間的阻力，顯示歐洲央行本周四
公布會議結果前，投資者對過於推高歐元依然抱
有一定戒心。
另一方面，歐元區高達12.2%的失業率，反映
歐元區經濟的復甦力度頗為疲弱，因此歐盟除了
預期今年歐元區經濟將收縮0.4%之外，亦把明年
的經濟成長預測下降至1.1%。受到歐元區經濟增
長緩慢及通脹趨於溫和影響，部分投資者不排除
歐洲央行將會進一步寬鬆其貨幣政策，以避免歐
元區經濟陷入通縮，若果歐洲央行本周四的會議
結果一旦暗示短期內有降息傾向，則歐元的跌幅
將會繼續擴大。此外，美國10月分ISM製造業以
及ISM非製造業指數均好於預期，令市場認為美
國經濟可能沒有太受美國政府早前局部停運影
響，同時增加聯儲局的退市機會，所以預料歐元
將反覆走低至1.3400美元水平。

周二紐約12月期金收報1,308.10美元，較上日下
跌6.60美元。現貨金價經過近期的持續下跌後，已
暫時在1,305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再加上市場仍
在等候歐洲央行本周四的會議結果及美國將於周五
公布的10月非農就業數據，因此部分投資者已傾向
先行回補黃金空倉，令現貨金價一度於周三時段反
彈至1,320美元附近。此外，原油價格於周三的反彈
亦有助金價的回穩，故此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
於1,300至1,330美元之間。

憂歐央行傾向減息
歐元反覆下試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