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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盛投顧基金 展望 科技股基金持續旺景

通脹低利寬鬆 續看淡加元
美元兌加元上周初在1.0580獲得較大支持後逐漸反

彈，並一度於本周初反覆走高至1.0726，受到部分投資
者趁新年假期前回補加元空倉影響，美元兌加元在周初
稍後略為走低至1.0635。加元從去年1月初的0.98水平
反覆下跌至12月31日的1.0655水平，加元去年約有8%
的下跌幅度，反映加元的跌幅沒有過於擴大。美國經濟
去年第3季出現4.1%的強勁增長後，美國聯儲局於本月
開始縮減每月購債規模至750億美元，故此美國經濟成
長步伐快於加國，同時聯儲局的退市行動一旦加速，帶
動美國長債息率持續攀升，將不利加元往後表現，預期
加元本周初的偏強走勢僅屬短暫。

另一方面，加國10月及11月連續兩個月的通脹年率
均低於1%，顯示加國通脹頗為溫和，若果加國本月24
日公布的12月通脹率一旦有繼續下降傾向，則投資者
將會略為憂慮加國央行的中性立場將會出現鬆動，令加
元遇到進一步的下調壓力。此外，紐約期油本周初跌穿
每桶100美元水平後，周二迅速回落至98美元水平，受
到紐約期油跌幅將可能逐漸擴大，預料美元兌加元將反
覆走高至1.0780水平。

美元兌日圓上周企穩103.75水平後，持續趨於偏強，
並一度於本周初反覆上揚至105.40的5年多高位。受到

歐元上周五急升至1.3892美元的兩年多高位影響，歐元
兌日圓交叉匯價上周五曾攀升至145.68的5年高位，該
因素是導致美元兌日圓得以向上觸及105.40水平的原因
之一。雖然美元兌日圓本周二稍為回軟至104.85，但歐
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不急於降息以及沒有通縮威脅的言
論，除了令歐元兌日圓本周初段持穩於144水平之外，
將有助美元兌日圓進一步轉強。

美元兌日圓反覆走強
日本將把消費稅從5%提高至8%，並於今年4月推

行，為避免加稅後出現經濟萎縮的狀況，市場認為日本
央行將有機會在第2季擴大其寬鬆措施規模以協助日本
經濟，同時日本央行亦將於4月舉行兩次政策會議，分
別在4月7日至8日以及4月30日進行。美國聯儲局開
始退市，日本央行卻傾向繼續擴大其資產負債表的規
模，將持續不利日圓的表現，預料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
高至105.80水平。

基金減持 金價續1200上落
周一紐約2月期金收報1,203.80美元，較上日下跌

10.20美元。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布截至12月24

日當周，對沖基金及基金經理持有的黃金淨長倉數量下
跌11.8%至28,702張後，淨長倉數量已連續兩周下跌，
顯示市場氣氛依然不利金價表現，而現貨金價本周初受
制1,216美元後，更一度回落至1,194美元。雖然現貨金
價本周二曾略為反彈至1,203美元，但受新年假期氣氛
影響，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活動於1,190至1,220美元之
間。

2013年成熟股市漲翻天，新興市場獨憔
悴，先機基金總代理富盛產品經理高齊英
指出，2014年各個市場將各憑本事有所表
現，投資一定要掌握「追」這個年度字，
不僅成熟市場要進擊，更要迎接新興市場
的逆襲。他指出，美股迭創歷史新高，儘
管目前離過去高投資評價仍有一大段距
離，惟美國資產評價趨於中性，未來戰場
將決戰於基本面與選股。至於歐、日經濟
仍在修復，央行持續給予寬鬆空間，有助
提供成長能量。2014年新興市場在經濟和
企業獲利上修，股價堪稱是「價廉物
美」，一旦市場風險胃納升高，國際資金
湧入，後市可期。

長線看股息 短線找成長
全球經濟在2014年可望穩健復甦，高齊

英指出，此時投資就要追、追、追，第一
個追是追求成長；第二個追是追求收益；
第三個追是追（趨）吉避凶。

根據美銀美林統計，未來20年逾65歲
人口將較目前高出一倍，具有股利特性的
股票更容易受到市場青睞。高齊英指出，

儘管美股股價已趨合理，但仍深具價值，長線看股
利（息）、短線找成長。特別是就企業面而言，美
國企業手握現金創數十年來新高、盈利增加，但股
利支付率（股息/盈餘）卻維持低檔，未來可能增
加股利發放來吸引投資。隨着經濟復甦，工業、科
技、能源、金融與健護將是最為受惠的類股。

高齊英指出，日股評價仍為合理，儘管日股
2013年漲幅可觀，在成熟市場中居冠，但其評價
仍遠低於美股，仍是2014年投資亮點之一。隨歐
債危機遠離，過往歐洲出口類股領先內需類股情況
可能逐漸改變。隨經濟日益改善、評價低廉，市場
將對包括金融、消費、媒體與通訊類股重拾興趣。

AH股PE低「物美價廉」
第一季全球股市頭號事件風險即是Fed退出QE

的預期，高齊英表示，新興市場表現就看各國本
事，亞洲國家具有較小的赤字負擔、較高的外匯存
底、加上有的國家（例如中國）實行資金管控，在
新興市場中是較佳的避風港，對美債利率敏感度最
低。

高齊英指出，亞洲不含日本股市市盈率(PE)11.3
倍，雖略高於整體新興市場PE10.7倍，但遠低於
長期歷史均值，中國A股與恒生國企指數的預測
PE 甚至分別只有 8.69 倍、7.63 倍，可謂物美價
廉。短線上可聚焦以大中華為首的新興亞洲投組，
中長線則以佈局中國與香港為主要標的之全球新興
市場投組，以分散風險與把握各區域輪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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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過去近四分之一世紀，納指的表現非常波動，期間有超
過2/3的時間，其每年的漲/跌幅介乎於-5%至25%，但科技股於
12月表現強勢，主要是市場看好科技支出回溫，且部分個股可望
因新業務或轉型帶動盈利增長，使得納指再度突破4,000點。

標普500指數去年錄得 29.09%的亮麗升幅，在科技行業回暖
下，也使得納指去年的漲幅更達到37.58%。就行業的基本面而
言，許多科技企業透過發放股息與回購股份，將現金回饋股東，
反映企業的管理階層傾向於採取股東友好政策之餘，企業具備穩

健財務體質回饋股東，具條件吸引投資者挹注。

半導體行業新訂單續暢旺
就行業前景而言，據國際半導體設備與材料協會的報告，

北美半導體設備製造商11月份的新訂單出貨比率值為1.11
之餘，也是連續第二個月的新訂單出貨比率值超過
1，作為科技行業的上游，11月份半導體行業來到近
六個月以來新高，其訂單持續暢旺，反映科技產業

鏈的增長趨勢越來越明確。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亨德森遠見環球科技基金

為例，主要是透過各地與科技相關的公司證券管理
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的投資策略目標。該基

金 在 2011、 2012 和 2013 年 表 現 分 別 為 -3.73% 、
13.38%及25.03%。

資產地區分佈為75.9% 美國、5.6% 韓國、3.3% 台灣、2.4% 德
國、2.3% 日本、1.9% 中國內地、1.7% 荷蘭、1.1% 俄羅斯、1%
英國、0.9% 其他地區及0.7% 瑞典。

基金平均市盈率和標準差為16.71倍及15.35%。資產百分比為
96.8% 股票及3.2% 貨幣市場。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8.63%
蘋果、8.63% 谷歌及8.1% 微軟。

物聯網概念料續蓬勃發展
此外，除了3D打印、LED照明等新技術具吸引力的機會外，

將所有物品通過射頻識別訊息、傳感設備與互聯網絡連接起來的
物聯網概念，以實現物品的自動識別和資訊的互聯與共享，也可
望在未來幾年為行業提供蓬勃發展的機遇。

科技股板塊基金在納
指創下 13年來新高的
帶動下，剛過去的 12
月份平均漲了 4.6%之
餘，行業回暖，也使得
MSCI 的科技板塊指
數去年上升達26%，
成為MSCI 十大行業
指數中第四大漲幅；
倘若投資者憧憬科技
板塊的吸引力，
會有利板塊後
市的動能，不
妨留意佈局建
倉。

科技股票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亨德森遠見環球科技基金 A2 9.58% 25.25%
法巴全球科技股票基金經典資本類別 9.26% 21.31%
瑞銀(盧森堡)全球多元化科技股票基金P 9.16% 24.73%
聯博國際科技基金 A € 8.56% 20.26%
駿利環球科技基金 A $ acc 8.45% 32.10%
恒生環球科技基金 A 7.26% 25.50%
景順科技基金 C 7.10% 25.04%

馮 強金匯 動向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高至1.0780水平。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05.8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續於1,190至1,220美元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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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日 今日電視節目表 （星期三）

J2數碼頻道 亞視國際台 有線體育台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有線電影1台亞視本港台無綫明珠台無綫翡翠台
6:00 都市方程式
6:25 瞬間看地球
6:30 香港早晨
8:55 瞬間看地球
9:00 金曲挑戰站
9:05 快樂長門人
9:15 運動通識站
9:30 純．晴．北海道

10:00 蜘蛛俠3
12:55 宣傳易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00 特備節目
2:30 宣傳易
2:35 最緊要正字
2:45 高朋滿座
3:50 閃電十一人II
4:20 放學ICU 及 新聞提要
5:20 寶石寵物IV
5:55 迎妻接福 及 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廠出新天地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舌劍上的公堂
9:30 貓屎媽媽

10:30 2013年度叱樂壇流行榜
頒獎典禮

11:00 晚間新聞
11:35 新聞檔案
11:40 天氣報告 及 瞬間看地

球
11:45 2013年度叱樂壇流行榜

頒獎典禮

6:00 特備節目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CCTV News - 直播

10:00 至爆實驗室 (II)
10:30 食物大搜查 (IV)
10:55 北極深海
11:55 蜂鳥空中轉
12:50 亞洲毒蛇之最
1:45 人在野 (III)
2:35 仙履奇緣
4:00 猩猩「Sing」 (II)
4:30 環保小先鋒
5:00 功夫熊貓之至尊傳奇
5:30 至叻工程闖世界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天氣報告 及 普通

話新聞檔案
6:20 音樂熱點
6:35 宇宙解碼 (I)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星級飲食
8:35 創意Home間
9:30 法證實錄

10:30 環球趣事
11:35 晚間新聞
11:50 瞬間看地球
11:55 環球趣事
12:00 律政師太
12:55 六十分鐘時事雜誌
1:45 音樂熱點
2:00 法證實錄
2:50 創意Home間
3:35 星級飲食
4:05 寰宇體壇
5:00 台灣無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9:00 滋味行
10:00 愛的蜜方
11:00 世界那麼大
12:00 姊妹淘
12:30 聰明的一休
2:45 2013時尚年結
3:50 冒險王
4:45 食勻全世界
5:15 姊妹淘
5:45 藝宅門
5:55 忍者小靈精
6:25 大頭公主愛作戰
7:00 娛樂新聞報道
7:30 愛的蜜方
8:30 80後環遊世界
9:30 飲食男女

10:00 姊妹淘
10:30 7級公務員
11:30 Big Boys Club
12:00 熱血自由式
12:30 鳴門將死
2:30 2013時尚年結
3:30 飲食男女
4:00 7級公務員
5:00 我要「玩」屋
5:30 熱血自由式

6:00 把酒當歌
6:30 亞洲早晨
8:35 ATV焦點
8:45 國際財經視野
9:15 通識小學堂
9:45 寶貝公主飛天龍

10:15 GIGA 部族
10:45 冒險王比特
10:15 iFit@tv
11:20 把酒當歌
11:50 亞洲政策組 - 港人不能治

港?
12:20 馬上全接觸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天氣報告
12:50 賽馬直擊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45 體育快訊
6:50 天氣報告
6:55 左右紅藍綠
7:00 好想藝術 / iFit@tv
7:30 亞洲政策組 - 港人不能治

港?
8:00 星動亞洲
9:00 不朽的名作 結局篇

10:00 回首2013 - 兩岸經緯 /
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11:10 把酒當歌
11:40 ATV每日一歌
11:50 賽後你點睇
1:10 亞洲政策組 - 港人不能治

港?
1:40 星動亞洲
2:40 ATV每日一歌
2:55 回首2013 - 兩岸經緯
3:25 把酒當歌
3:55 不朽的名作 結局篇
4:50 ATV每日一歌
5:00 亞洲政策組 - 港人不能治

港?
5:30 高志森微博：林家聲博士

專訪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贏在起跑線
9:00 奇幻百寶箱
9:30 The Wiggles Show!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直播:
綜合新聞

10:30 文化報道
11:00 綜合新聞
11:30 旅遊指南
12:00 自然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Music 120
3:00 我係阿發仔
3:30 奇幻尋寶記
4:00 小芬尼火燭車
4:30 花貓大冒險
5:00 時空快閃黨
5:30 亞視普通話新聞
5:55 天氣報告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新財富
6:55 人文風景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企業新領域
8:30 中國-海南ATV 2011亞洲

小姐頒獎禮
11:00 夜間新聞
11:20 時事縱橫
11:50 時事內幕追擊
12:2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企業新領域
1:20 全歐訊息速遞
1:50 贏在起跑線
2:50 Music 120

9:00 原來愛．就是甜蜜
10:00 瑪麗外宿中
11:05 求愛365
12:00 推理要在晚餐後
1:00 原來愛．就是甜蜜
2:00 求愛365
2:45 瑪麗外宿中
4:00 推理要在晚餐後
5:00 原來愛．就是甜蜜
5:45 瑪麗外宿中
7:00 求愛365
8:00 推理要在晚餐後
9:00 原來愛．就是甜蜜
9:45 瑪麗外宿中

11:00 推理要在晚餐後

9:00 快樂漢語
9:15 永不回頭

10:00 中國新聞
10:12 永不回頭
10:57 北京頤和園風光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20 快樂驛站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5 毒刺
3:00 毒刺
3:45 快樂驛站
4:00 中國新聞
4:10 百家講壇
4:50 天天飲食
5:00 中國新聞
5:15 遠方的家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火藍刀鋒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中華醫藥
10:45 快樂漢語
11:00 今日亞洲
11:26 遠方的家
12:11 中國文藝
12:41 國寶檔案
1:00 中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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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魯音 山東報道）12月29日，青島啤酒與新鐘樓啤
酒合作暨年產60萬千升啤酒項目合作成功簽約。本次合作，青島啤酒將整
合具有64年歷史的新鐘樓啤酒品牌和市場網絡，並在張家口市宣化區投
資、新建60萬千升啤酒項目，一期工程20萬千升，投資額4億元人民幣。

花開並蒂：市場結碩果引領發展再升級
而就在此前的12月16日，青島啤酒成功牽手石家莊嘉禾啤酒，青島啤酒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孫明波、營銷總裁兼副總裁王瑞永、嘉禾啤酒公司董
事長陸明等出席了簽約儀式。青島啤酒收購石家莊嘉禾啤酒50%的股權並
整合嘉禾啤酒的市場網絡，實現在市場上的協同共贏。
半個月內，青島啤酒在河北南部、北部「花開兩朵」，市場發展提升擴張

熱度，青啤在河北產能再度升級，這也為2013年青島啤酒的併購、搬遷擴
建大戲，奉獻了一份完美的收官之作。
記者了解到，2013年，110歲的青島啤酒厚積薄發，市場擴張步伐穩健而

迅猛。3月青啤洛陽60萬千升項目奠基，12月竣工出酒，開疆拓土落子中
原；青啤九江40萬啤酒新建項目8月份竣工投產；宿遷、武威、哈爾濱搬遷
擴建項目均在年內投產出酒；青島啤酒二廠、青島啤酒三廠、青啤濟南公
司也再擴產能，全力支持市場需求；本次併購整合嘉禾啤酒、新鐘樓啤酒
項目、新建張家口青啤工業園，為青島啤酒的華北地區再添生力軍⋯⋯

這一系列節奏酣暢的市場佈局，既是青島啤酒「雙輪驅動」發展戰略的
體現，也使青島啤酒內涵式增長和外延式擴張緊密結合，緊緊圍繞市場和
消費者需求，保持了企業穩健、快速的可持續發展態勢。
青島啤酒公司總裁黃克興在當天的簽約儀式上表示，青島啤酒將依托110

年只為釀造好啤酒的專業實力和享譽世界80多個國家的品牌美譽度，要繼
續為河北、全國乃至全球的消費者釀造高品質的啤酒，傳遞激情的啤酒文
化，為大家創造快樂生活。同時，青島啤酒也要在深化改革、經濟轉型的
發展大機遇下，創新發展，積極承擔企業公民責任，為員工、社會、環境
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步步為營：致力於有質量增長
記者了解到，此次青島啤酒在河北市場再添「雙子星」，將使河北南、北

部形成連片運作，同時輻射山西、內蒙古區域，市場的優勢資源實現強強聯
合、優勢互補。將使青島啤酒在該地區的市場競爭能力得到較大的提升。
「『先市場後工廠』的原則更能體現企業健康、理性發展的理念，我們更

加注重企業在『做強』基礎上的『做大』，做到有質量的增長並保持創新驅
動力。」青島啤酒公司董事長孫明波表示。市場旺銷引領版圖穩步擴張，
而理性投資和價值投資，讓青島啤酒的戰略佈局有條不紊，也帶來了良好
的市場業績反饋。

2013年，在行業增速大幅放緩的背景下，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青島啤
酒加大品牌及市場推廣力度，仍保持了啤酒銷量的快速增長。2013年前三
季報顯示，青島啤酒1至9月在中國啤酒行業增長3.94%的大背景下，共完成
啤酒銷售量753萬千升，同比增長11%；淨利潤增長同比增長28.7%。A股和
H股均創歷史最高水平，被稱為「價值投資的典範」⋯⋯
啤酒行業專家表示：在啤酒行業整合目標稀缺、整合難度加大、整合模

式多樣化的大棋局之下，作為啤酒行業的領導者，青島啤酒全國戰略佈局
有序推進，戰略版圖清晰、健康、是有質量發展的代表企業之一。

■12月29日，青島啤酒、新鐘樓啤酒合作暨年產60萬千

升啤酒合作項目簽約。

青島啤酒棋行全國揮師華北 半月內「花開兩朵」落戶燕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