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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機械訂單月率。預測-3.0%。前值+13.4%

2月機械訂單年率。預測+17.6%。前值+23.6%

3月就業人數。預測+0.5萬人。前值+4.73萬人

3月全職就業人數。前值+8.05萬人

3月就業參與率。預測64.7%。前值64.8%

3月失業率。預測6.0%。前值6.0%

2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3%。前值-0.2%

3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6%。前值+0.6%

3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0.8%。前值+1.1%

2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2%。前值+1.0%

2月工業生產年率。預測+0.7%。前值+1.4%

央行利率決議

2月新屋價格月率。預測+0.1%。前值+0.3%

3月進口價格。預測+0.2%。前值+0.9%

3月出口價格。預測+0.2%。前值+0.6%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4月5日當周)。預測32萬人。前值32.6萬人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4月5日當周)。前值31.95萬人

持續申領失業金人數(3月29日當周)。預測285萬人。前值283.6萬人

馮 強金匯 動向 亞洲高收益債獲垂青

寬鬆政策弱化 日圓跌勢緩止
日本央行周二在議息會後公布利率決議，委員們一致同
意維持貨幣政策不變，並承諾以每年60-70萬億日圓的規
模繼續擴大基礎貨幣。央行亦維持經濟前景不變，並稱日
本經濟繼續處在溫和復甦趨勢之內，此外，商業景氣持續
改善，但對前景的謹慎情緒值得關注，一名委員指出日本
就業和收入存在風險。同時央行表示，日本工業產出上升
趨勢溫和，在通脹穩定於2%之前，將繼續寬鬆。因銷售
稅上調的影響，看到經濟出現一些波動。

央行稱日本經濟溫和復甦
央行還稱，商業景氣指數已經繼續改善，但觀察到一些
對前景的謹慎情緒。央行委員木內登英提議將2%設為中
長期通脹目標，央行以8:1的投票結果否決委員木內登英
的提議。最後央行強調，經濟前景面臨的風險，包括新興
市場及商品出口拉動型經濟體的發展，同時還包括歐洲債
務問題前景、美國經濟復甦步伐。

黑田東彥有信心擺脫通縮
美元指數周三早盤徘徊在三周低點附近，日圓被軋空後
上揚，歐元亦跟風上行。日本央行周二稱無需進一步推出
刺激舉措。歐洲央行官員近期的表態也暗示，不急於立即
採取政策行動。這使得美元顯著承壓，美元兌日圓周二曾

一度挫跌至101.52日圓，並創逾七個月來最大單日跌幅。
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周二表示，毋須額外推出刺激措施
以擺脫多年來的通縮。他同時表示有信心日本可安然渡過
調升消費稅的衝擊。

美元兌日圓101支持受考驗
技術圖表所見，美元兌日圓3月3日低位觸及101.17，
3月14日低見101.18，之後出現頗大幅的反彈，但上周
五自104.12高位回落，至今又返回102水平下方，因此

目前將特別關注101.10水平附近的支撐，倘若跌破則有
機會以雙頂形態破頸線持續下試，進一步支持可看至250
天平均線100.50及100關口。另一方面，阻力則回看25
天平均線102.35及103水平，關鍵在近期高位104.10水
平。

英鎊上周五在1.6550美元附近獲得明顯支持後漸
趨偏強，一度於本周二反覆走高至1.6755美元附近
的4周多高位。雖然英國上周公布3月製造業以及
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均遜於預期，同時英國3月建
築業採購經理指數又低於2月，引致英鎊受壓，但
受惠美元連日偏弱，英鎊本周二迅速收復上周所有
跌幅，升勢有進一步擴大傾向，有機會衝破過去5
周多以來位於1.6770至1.6785美元之間的主要阻力
區。
英國周二公布2月工業生產按月攀升0.9%，創8
個月最大升幅，另外2月製造業生產按月上升1%，
處於5個月以來最好表現，數據除了反映英國經濟
復甦步伐依然強勁之外，更帶動英鎊急速重上1.67
美元水平。此外，英國周三公布2月整體商品及服
務貿易逆差21億英鎊，略低於1月的22億英鎊，數
據對英鎊走勢影響不大，顯示美國聯儲局本周三晚
公布3月會議紀錄前，投資者暫時不願把英鎊推得
過高。部分歐洲央行決策官員本周初暗示不急於推
出寬鬆措施，歐元曾反覆走高至1.3810美元附近，
導致美元進一步轉弱，帶動英鎊走勢偏強，若果聯
儲局會議紀錄未能扭轉美元弱勢，則預料英鎊將反
覆走高至1.6880美元水平。

金價有望突破兩周高位
周二紐約6月期金收報1,309.10美元，較上日升
10.80美元。美元近日持續偏弱，現貨金價本周初
持穩1,295美元水平後，周二迅速反彈至1,314美元
附近。受到烏克蘭緊張局勢仍有升溫風險，避險買
盤對金價仍構成一定支持，不排除現貨金價稍後將
向上衝破過去兩周位於1,314至1,317美元之間的阻
力位，延續本月初以來的反彈走勢。預料現貨金價
將反覆走高至1,32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走高至1.688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20美元水平。

經濟數據強有利
英鎊短線撲1.68

據彭博社的資料，美銀美林的亞洲高收益企業債券指數截至3月
底止的收益率為8.19%，債券平均存續期為3.55年，反觀指數

的全球高收益板塊收益率為5.59%，債券平均存續期卻達3.94年。

首季收益率高於其他市場
在躲避不可避免的熊市周轉期來臨，亞洲高收益企業債除了擁

有較具吸引力的收益率之餘，相較於其他高收益發債市場，亞洲
具備低通脹、低利率等有利高收益債環境。

中等年期吸引力更明顯
即使美國量化寬鬆(QE)持續減碼，導致中短期美國
庫券收益率波動，由於高收益債均價收益率較同年期
美國庫券收益率吸引，也可為其債價波動提供緩衝空

間，而在兩利相衡取其重的中等年期高收益
板塊收益中，亞洲高收益債的吸引力就愈發
明顯。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匯豐亞洲高收益
債券基金為例，主要是透過主權、準主
權、企業、當地貨幣計價、可換股、未予
評級等亞洲高收益的固定收益證券管理組

合，以實現高水平回報及資本增值目標。
該基金在2012和2013年表現分別為-0.68%及18.64%。資產百
分比為97.2% 固定收益及2.8% 貨幣市場。
資產地區分布為41.9% 中國、24.8% 印尼、10.1% 印度、9.6%
菲律賓、2.8% 新加坡、2.3% 其他地區、2.1% 斯里蘭卡、1.9%
荷蘭及1.5% 越南。
資產行業比重為29.8% 房地產、25.2% 工業、15.5% 主權國家
債與準主權國家債、10.7% 能源、5.3% 銀行業、4% 通訊、
2.4% 公用事業、2.2% 消費用品及2.1% 金融業。
基金三大投資比重為2.7% Republic of Philippines Bond，(票面

面值1,000美元，票面收益6.375%， 2034年 10月 23日到期)；
2.6% Star Energy Geothermal (Wayang Windu) Ltd.，(票面面值
1,000 美元，票面收益 6.125%，2020 年 3月 27日到期)；及 2%
Royal Capital，(票面收益8.375%，2049年12月31日到期)。

雖然標普於首季末下
調巴西主權投資評級，
造成債券市場消息混
亂，然而亞洲高收益債
近期在國際資金挹注
下，在首季末的最後一
周漲了0.99%，漲幅倍
於全球高收益債券同期
的0.35%，成為各區域
高收益債板塊中表現最
佳的一員。投資者倘若
憧憬亞洲高收益債的吸
引力，可讓其債價獲
得支撐動能，不妨伺
機收集建倉。 ■梁亨

亞洲高收益債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匯豐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AC USD 2.70% 1.63%
瀚亞投資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A USD 2.43% 1.26%
富達亞洲高收益基金 A ACC 1.24% 2.58%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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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唐山世園會招商啟動

據介紹，唐山世園會展選址該市南
湖公園，展會共規劃展園88個，

總面積 540.2 公頃，其中水域面積
143.35公頃。總體空間佈局圍繞「一
軸、八園」的架構形式，以鳳凰展翅
為主骨架，融合自然水體水岸景觀。
展會將以「都市與自然，鳳凰涅槃」
為主題，以「節儉、潔淨、傑出」為
總體規劃原則，倡導時尚園藝、綠色
環保、低碳生活、都市與自然和諧共
生的理念。
據了解，唐山南湖公園曾是開灤煤礦

100多年開採形成的採煤沉降區，過去
污水橫流、垃圾如山。2008年，唐山
市委、市政府做出開發南湖的決策。經
過兩年多的建設改造，昔日的廢棄地如
今已成為集政務、休閒、運動、觀光為
一體的綜合功能區，並成為國家級城市
濕地公園。該市把南湖公園作為世園會
會址，不僅是保護耕地和生態修復建設
的一個示範，也可永久向世人展示採煤
塌陷區生態恢復的樣板。

辦園博會恰逢抗震四十周年

2016年恰逢唐山抗震四十周年，那時
舉辦世界園藝博覽會意義深遠。2013年國
際園藝生產者協會主席法博率考察組蒞臨
唐山考察，對申辦準備工作給予了高度評
價，認為唐山有條件、有能力承辦2016
年世界園藝博覽會。
2016年唐山世界園藝博覽會由國家

林業局、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
國花卉協會和河北省政府主辦，唐山市
政府承辦。據介紹，此次展會核心區共
設八大主題展區，包括國內園、國際
園、設計師園三大主展園及生態科教
園、少年世博園、低碳生活園、工業創
意園和植物專類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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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白雲山（0874）
控股股東廣藥集團日前發微博稱將加快研發「偉哥」的
仿製藥搶先上市。當天，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一行到白
雲山製藥總廠考察，要求廣藥加快「偉哥」等藥物的「搶
仿」上市。廣藥集團相關人士日前則透露，旗下「偉哥」
研製項目現已完成全部研究工作，已申報生產批文，預
計今年實現國內首仿上市。

已申報生產批文 料年產值10億
據了解，今年7月，美國輝瑞公司的萬艾可(內地俗
稱「偉哥」)的專利保護即將到期。廣藥集團此前已做
好佈局，擬搶灘內地首仿「偉哥」。此前，廣藥集團
副總經理劉菊妍曾向記者透露，白雲山旗下白雲山製
藥總廠已經完成前期的生產準備工作，批文一下即可
生產，初步計劃年產值10億元人民幣，但還要看具體
的市場情況。

擬明年6月27日前轉讓予白雲山
早在2012年1月，廣藥集團聘任諾貝爾獎獲得者、號稱「偉

哥之父」的弗里德．穆拉德博士擔任廣州醫藥研究總院院長，
該院之前已啟動萬艾可的搶仿。按照廣藥集團承諾，為徹底解
決潛在同業競爭問題，廣州醫藥研究總院有限公司完成公司制
改建、股權可轉讓之日起兩年內，即2015年6月27日之前，廣
藥集團擇機將廣藥總院100%股權依法轉讓給上市公司白雲山。

皖327文化產業項目招商涉3千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臣合肥報道）從安徽省政府新聞發佈

會上獲悉，2014年，安徽省正式推出文化產業重點招商項目
327個，投資總額約2,958億元(人民幣，下同)。本批推出的招商
項目涵蓋互聯網信息服務、軟件開發、數字內容服務、電子出
版物出版等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先導性產業門類，如中國國際智
能語音產業園項目、國家廣播影視科技創新實驗基地項目、雅
昌數字出版基地項目等。

文化藝術服務類數量增1.7倍
據介紹，2013年，安徽全省對外發佈文化產業招商項目301
個，投資總額超過2,160億元；全年簽訂重大合同項目137個，
投資總額881.87億元，協議引進資金834.16億元。與去年相
比，安徽省今年推出的重點文化產業項目，文化藝術服務類、
廣播電視電影服務類、文化用品的生產類項目數量有大幅增
加，增長率分別為171.43%、50%和37.5%；文化產品生產的輔
助生產類項目數量降幅較大，降幅為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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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投洽會引資逾20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劉
蕊鄭州報道）第八屆中國（河南）國
際投資貿易洽談會日前在鄭州舉行。
據河南省商務廳廳長焦錦淼介紹，經
過前期充分對接洽談，本屆投洽會共
達成268個合作項目，投資總額2,350
億元人民幣(下同)，合同利用境外省

外資金2,178億元。
開幕式上，香港國際投資促進會

投資20億元的南陽新能源產業園項
目、蘇寧集團在豫投資370億元系
列項目、谷歌電子商務合作項目、
重慶力帆投資22億元的濟源低速電
動車項目、英國伊梅克斯投資11.5

億元的鶴壁高端智能彩印項目、德
國凱美集團新鄉銅板帶項目等10個
有代表性的項目上台簽約。

服務業項目投資額佔52%
不難看出，電子商務、電子信

息、臨空經濟、總部經濟、服務外
包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端服務業
項目是今年投洽會的簽約重點。簽
約項目涵蓋三次產業，其中服務業
項目投資額佔52%，體現了河南建
設先進製造業大省、高成長服務業
大省和現代農業大省的要求。
南陽市商務局負責人告訴記

者，該市已經被國家能源局列入
全國首批創建新能源示範城市名
單之列，該市已經被國家能源局
列入全國首批創建新能源示範城
市名單之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毅重慶報道）
日前，重慶國際自由貿易港城項目在兩
江新區兩路寸灘保稅港區開工奠基。未
來，這裡將被打造成中國內陸最具特色
和競爭力的進口商品展銷中心。
重慶國際自由貿易港城項目坐落於

重慶保稅港區水港功能區，由重慶保
稅港區和綠地集團共同投資100億人
民幣建設，項目總佔地約318畝，總
建築面積達130萬平方米。整個項目
預計2018年整體建設完工。
重慶保稅港區相關負責人表示，該

項目是保稅港區首個商務配套項目，
建成後將成為集港口配套、時尚購
物、企業總部、創意辦公、高尚住宅
於一體的全能綜合體，聯動保稅港區
正在擴建的網內保稅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形成重慶最大的目的地型消費商
業集群，為重慶乃至西南地區的普通
市民提供貨真價實的進口商品。
據了解，項目將專門打造7萬平方
米的進口食品城。目前已簽約引進香
港普泰中國進口食品公司，屆時將入
駐運營。

■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4月1日考察白雲山旗下工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石家莊報道）世界園藝博覽會將於

2016年5月至10月在河北唐山市舉辦，據了解，這將是世園會

首次在內地地級市舉辦。唐山世園會籌委會近日向本報透露，

2016年世園會的總體規劃、詳細規劃、景觀規劃的編制目前已經

完成，周邊道路改擴建、園林綠化工作也已完工。今年各展館將

陸續開工建設，招商工作已全面啟動。

■第八屆中國（河南）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在鄭州舉行。 劉蕊 攝

■2016年河北唐山世園會規劃效果圖。 唐山市委宣傳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