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砍價行為，被90後
的王波當成一門生意去經營。大學尚未畢
業，他靠「砍價」已在河南鄭州「砍出」
名氣。創業3年，經他「砍價」後購買的
豪車有二百餘輛。他還成立了公司，賺到
上百萬。他被同學稱作「砍價王」。
王波從小對汽車很感興趣，他發現：全
國各地同一款汽車報價均不一樣，有的差
價高達幾萬元。王波從這裡發現了商機，
2011年11月，還是學生的他打出「您買汽
車，我來砍價」口號，專門幫人買車砍價，
從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平均每輛能
掙5000塊錢吧！」王波說。去年，王波
在鄭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本報記者高攀綜合報道

學生學生當當「「砍價王砍價王」」買豪車賺百萬買豪車賺百萬「「文革批鬥文革批鬥」」畢業照畢業照

褻瀆歷史褻瀆歷史 批批

近日據媒體報道，中國武漢計劃建造的世界最高建
築——鳳凰塔（Phoenix Towers）將趕超迪拜哈利法
塔，成為世界第一高樓。全高84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
（迪拜塔）是目前全球最高建築，不過隨着人類的新
一輪超高建築熱潮興起，戴在哈利法塔頭上的皇冠也
許很快就將易主。 ■騰訊網

千米鳳凰塔欲當世界第一高

A23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投資理財 ■責任編輯：李楊洋 / 黎永毅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4年6月21日（星期六）

在網上曝光出格的這組畢業照共有四
張。其中第一張最為誇張。五名男同

學身穿上世紀特有的軍裝樣式服裝，用皮帶
將另外一名男生脖子捆住，並模仿文革批鬥
時紅衛兵的姿勢將其「押解」。被「批鬥」
的男生頭戴白色高帽，脖上掛着寫有「挖牆
角」字樣的牌子，伸出舌頭裝出一副挨打的
模樣。之後幾張則或為一些男生身穿綠色軍
裝服戰隊敬禮，或是蹲下抽煙的照片。

「悲痛記憶不能拿來開玩笑」
顯然這幾位同學並沒有將此太當回事，照

片中的他們都樂開了懷。不過這些照片在網

上卻引起很大爭議。有網民認為這些姿態有
着鮮明的「文革」時代烙印，這個國家和民
族的悲痛記憶，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Y
楊小妞妞妞：「那是老一輩的傷痛，不是玩
弄的素材！」但也有網民認為這些學生沒有
經歷過那個時代，「無知者無過」。
據了解，內地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之前

也曾出現過以文革形象拍攝畢業照的事
件。有學者認為很多學生想法還是太簡
單，不嚴謹，這是需要反思的地方。
「作為一個高校老師，我們的歷史教給
了學生什麼？他們不了解真相，真正需要
反思的是教育。」

眼下正值大學畢業時節眼下正值大學畢業時節，，許多大學生紛紛曬出個性畢業照許多大學生紛紛曬出個性畢業照，，然而黑龍江一所大學的畢業生玩得出然而黑龍江一所大學的畢業生玩得出

格格，，他們扮成文革紅衛兵的模樣他們扮成文革紅衛兵的模樣「「批鬥批鬥」」同學同學，，一段中國人的黑暗記憶一段中國人的黑暗記憶，，在這些大學生眼裡卻成為在這些大學生眼裡卻成為

遊戲遊戲。。照片一經網絡曝光照片一經網絡曝光，，即引起了網民的炮轟即引起了網民的炮轟，，紛紛批評大學生紛紛批評大學生「「褻瀆歷史褻瀆歷史」。」。 ■■綜合報道綜合報道

前日，四川瀘州市敘永
縣的劉朝永和老伴又和往
常一樣，搭上梯子，拿起
小掃把和刷子，開始對清
涼洞內222尊摩崖造像石
刻進行灰塵清理。17年
來，劉朝永天天清掃神龕
佛像塵土，為前來參觀的
客人燒茶摻水，虔誠地守
護着這些國寶。
據悉，清涼洞有明代摩崖
造像石刻222尊，這些佛像
刻工精細，線條流暢，為川
南罕見的大型石窟雕刻。2013年，清涼洞摩崖
造像晉級「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我們已經70歲了，林場轉制後就來這
裡了，到現在整整17年了。」劉朝永介
紹，他原是馬嶺公社鄉屬林場副場長。林
場解散後，劉朝永發現清涼洞摩崖造像石
刻沒人管，通往清涼洞的道路還是泥濘小
道，野藤纏繞石刻，雜草封閉山門。劉朝

永便徒步各地募捐善款，接通清涼洞到山
底古道的石板路，籌資修繕石崖前的石欄
杆……17年來，守護、防盜已成為劉朝永
生活的主要內容。
半山上，三間茅屋，一鍋一盆一碗，便算
劉朝永在清涼洞的家當。劉朝永和老伴兒一
起，成為這批國寶的守護神。
■本報記者 李兵，通訊員 楊濤 瀘州報道

從重慶到北京再到美
國，本月18日，24歲重

慶姑娘王曉靜的跨國生命接力賽進入
最後一站。上午11時許，美國工作人
員在北京307醫院，將裝有312毫升
造血幹細胞的血袋放進「生命之
箱」。下午2點，這份「生命種子」
空運至洛杉磯，將延續一位57歲華裔
白血病患者的生命。
王曉靜7歲時的美術老師由於白血

病離開人世。後來，她對捐獻造血
幹細胞有了淺顯的認識，並選擇了
學醫。2012年，王曉靜報名登記成

為造血幹細胞捐獻志願者。今年3月的一天，她接到電話，得知自
己與一位美國華裔患者HLA(人類白細胞抗原)配型成功了。
「沒有血緣關係，相隔重洋萬里，HLA卻如此相似，這不是緣分
是什麼？」王曉靜笑臉盈盈的說。 ■本報實習記者張馨月重慶報道

重慶女孩幹細重慶女孩幹細胞胞「「跨洋跨洋」」救人救人

近日，中科院常州先進製造技術研究所，
一款高科技含量的機械外骨骼已研製成功，
目前已進入調試階段。今年3月，中科院常州
先進所科研項目辦公室主任、副研究員陳劍
和他的小夥伴們瞄準外骨骼機器人系統，研
製了名為EXOP-1（認知外骨骼機器人1號）
的外骨骼機器人。
這套類似「鋼鐵俠」戰衣的裝備，本體全

部由航空鋁打造，裝有22個傳感器， 6個驅
動器和1個控制器，重約20公斤。「高樓大
廈着火，穿着外骨骼的「鋼鐵俠」去滅火，
或者在災區，一拳打穿牆體救人，也不是沒
有可能。」陳劍說。 ■中國常州網

中科院中科院造造「「鋼鐵戰衣鋼鐵戰衣」」 一拳穿牆一拳穿牆

�

■研發人員試穿「鋼
鐵戰衣」。網上圖片

■重慶女孩王曉靜在醫院接
受實施幹細胞捐獻。

本報重慶傳真

■王波手中拿的是2011
年在鄭州車展上發放的
小廣告。 本報河南傳真

■■劉朝永為摩崖石刻清理塵土劉朝永為摩崖石刻清理塵土。。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大學生身穿紅衛大學生身穿紅衛
兵制服兵制服「「批鬥批鬥」」同同
學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扮紅衛兵敬
禮。網上圖片

七旬夫婦深山護國寶 17年如一日

被被

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日本股票主管
Paul Chesson

基金 透視 外資加碼 韓股基金看漲

消息利淡 日圓料走疲
馮強

日圓美元兌日圓本周三受制102.35附近阻力後，走
勢略為偏軟，一度於周四反覆回落至101.75附近。到
周五時段，美元兌日圓大部分時間處於101.80至102.10
水平之間的活動範圍，跌幅逐漸受到限制。美國聯儲局
本周會議結果顯示其貨幣政策依然傾向長時間維持美元
利率貼近零息水平，反映聯儲局下調美國今年經濟成長
預測後，美元往後的升息時間將會進一步被推遲，令早
前認為聯儲局將有機會提早升息的投資者，迅速掉頭減
持美元好倉，引致美元近日走勢受壓，是帶動美元兌日
圓近日向下觸及101.75水平的原因之一。
受到美息將長期低企影響，部分資金傾向流入較高息
的商品貨幣，將有助澳紐以及加元的短期表現。雖然日
本5月縮減原油入口，令日本5月貿赤稍為下降至9,090
億日圓，低於去年同期的9,913億日圓之後，貿赤按年
連續兩個月均出現收窄，但5月出口卻按年下跌2.7%，
是15個月以來首度下跌，顯示日本出口開始有轉弱傾
向。

貿赤存進一步擴大風險
此外，日本經濟產業省周四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全

國普通汽油平均零售價格連續8周攀升，反映日本能源
進口價格正持續上揚，增加日本往後的貿赤有進一步擴
大風險，不利日圓表現。據日本央行周三公布的資料顯

示，截至3月底，日本央行所持的日本公債為201萬億
日圓，較去年同期上升57.2%，佔日本公債近20.1%，
創下紀錄新高。

退休基金或減持日債比重
數據反映日本央行正擴大購入日本公債數量之際，不
排除規模高達1.26萬億美元的日本政府退休投資基金可
能會趁機減持日債的比重，轉為增持海外資產以擴大回
報，同時對日圓匯價表現構成負面影響，有利美元兌日
圓作出反彈。日本經濟財政大臣甘利明周三暗示日本企
業稅將有望從現時的35%下降至29%，與德國接近。
但隨着日本企業稅的下調將要推遲至下個財政年度才會
實施，因此消息未對日圓走勢造成影響。
此外，歐元兌日圓交叉匯價周五反覆走高至138.89

附近的1周多高位，不利日圓表現之外，英鎊兌日圓交
叉匯價周五進一步上揚至174.08附近的5個多月來高
位，均是帶動美元兌日圓得以重上102水平的原因之
一。預料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03.00水平。

油價走高金價上試1325美元
周四紐約8月期金收報1,314.10美元，較上日升41.40
美元。伊拉克內戰持續，導致布蘭原油周四曾一度上揚
至每桶115美元水平的9個月以來新高，帶動避險資金

進一步流入金市，推高金價。由於現貨金價輕易向上衝
破1,300美元主要關位後，引致大量止蝕買盤湧現，令
金價升幅擴大，因此現貨金價周五時段曾走高至1321
美元附近的兩個月以來高位，使市場氣氛繼續利好金價
表現，延續過去兩周以來的反覆攀升走勢。預料現貨金
價將反覆走高至1,325美元水平。

著名投資者巴菲特(Warren Buffet)的逆
向投資建議頗為適合現時的日本股市。
日本市場現正受兩項相反的動力所拉
動，即短期因素與利好的基本因素互相
角力。
至今日本TOPIX指數在本年下跌約
6%（當地貨幣計，股價回報），意味着
大多數市場人士均對日本經濟感到憂
慮。然而，在本年稍後時間，我們預料
現時的市場阻力將開始減退。
消費稅上調帶來的影響在4月初實施
前已廣為市場討論，並一直備受密切注
視，這仍然是日本市場表現的關鍵因
素。至今公布的數據顯示需求的調整在
預期範圍之內—下跌，但幅度不大，然
而經濟反彈的前景將於數月後才會更為
明確，因此令投資者感到憂慮。
消費稅上調的問題與公司盈利指引存
在密切的關係。由於公司盈利在截至3
月底的財政年度顯著上升，公司預期本
年銷售及淨利潤的升幅輕微。由於未能
確定消費稅上調會否拖累銷售，工資上
升對成本的影響，以及日圓疲弱帶來的
優勢減弱，均使這些公司採取審慎的態
度。
在新財政年度開始時，不少公司一貫

取態審慎，這些公司傾向在市況造好的環境下調
高盈利指引，而不願承擔調低盈利指引的風險。
儘管如此，公司盈利指引乏善足陳繼續令投資者
卻步。
來自央行的市場動力亦於最近數月減退。央行
的政策成功刺激通脹，及加強其對經濟前景的信
心；但股市投資氣氛卻下挫，主要由於市場預期
央行不會於短期內為市場注入資金。若並無刺激
措施，則意味着投資者無需追隨大市。

估值吸引利好長線投資者
投資者需評估這些重要的因素，但我們認為應

從長遠前景的角度考慮這些因素。我們預計消費
稅將在短期為市場帶來利淡影響；另一方面，受
惠於海外的經濟擴張，加上本地企業表現穩健及
消費強韌令經濟環境大致改善，當地經濟將於第
三及第四季復甦。若我們的預測正確，公司應開
始上調盈利預測，帶動投資信心改善。
穩定的通脹水平將確認日本央行的立場，並顯
示內部經濟表現穩健，但若通脹難以攀升，日本
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表明將進一步放寬政策，即投
資者期待的貨幣刺激政策。
重要的是，日本TOPIX指數至2015年3月的

市盈率為13.5倍，低於其歷史平均水平和不少已
發展股票市場。目前的股價水平看似已反映短期
挑戰，但並無顯著反映長遠的價值。或許現時的
市況日漸利好貪婪的投資者？

日
本
：
別
人
恐
懼
時
我
貪
婪
？

韓銀前周四公佈，受住宅建造與電子產品出口帶動，該國上季
GDP比前季擴張0.9%，增幅和去年第4季相同，符合4月公佈的預
測；和去年同期相比，GDP成長3.9%，超越上季的3.7%。即便韓
國消費仍不夠力，但是由於經濟持續溫和復甦，因此韓銀最近把今
明兩年的GDP增長預測，從先前3.8%和4%，調升到4%和4.2%。

全球景氣向好出口前景佳
而從外資近期對亞洲股市以加碼的動向而言，連同前周的加碼金

額，外資四周合共挹注28.47億元，為外資最青睞、超買最
多的新興亞太單一國家股市。據悉，憧憬全球景氣向好，
出口佔韓國經濟增長率約一半比重，將會拉動韓國經濟增
長率再上層樓，因而也吸引外資進一步流入。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景順韓國基金為例，基金主要是透

過直接、間接投資於韓國公司或在韓國證券市場上
市公司的附屬公司證券管理組合，以達至長期資本
增值的投資策略目標。該基金在2011年、2012年
和2013年表現分別為-6.12%、2.75%及5.05%。
資產行業比重為34% 非必需消費品、26.9% 必
需消費品、11.3% 資訊科技、8.8% 工業、6.3%
公用事業、5.6% 健康護理及5.1% 電訊服務。
上述基金的平均市盈率、標準差與近三年的貝他

值為14.24倍、18.25%及0.83。該基金的資產百分比

為98% 股票及2% 貨幣市場。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8.4% 三星
集團、5.7% Samchully Co. Ltd.及5.7% 農心集團。

產品需求殷企業佳績可期
此外，即使韓圜強勢，使得韓國5月出口呈現0.9%的萎縮，但實
際上驅動韓國出口量的因素還是在國際貿易需求。事實上，韓國的
出口產品不僅電子元件有較佳表現，汽車及其他產品的出口也相當
強勁，產品結構全面。
此外，韓企擴大海外生產、多元化出口目的地與增強避險活動，
加強產品競爭力的提升，也使企業每股盈利對匯價敏感度降低。隨
着全球景氣漸好，韓國GDP以及相關企業業績，將有望更上層
樓。

受歐洲央行的負利
率政策激勵，資金湧
入風險性資產。據彭
博社的數據，在歐洲
央行宣佈負利率政策
的當周，流入韓股的
2.937億元(美元，下
同) ，為流入新興板
塊之最。倘若投資
者憧憬韓國基本面
向好，會讓其股
市有力更上層
樓，不妨留意
佈局建倉。

■梁亨

韓股基金回報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景順韓國基金 C 9.95% 21.75%
霸菱韓國基金 5.15% 14.29%
匯豐韓國股票基金AD 3.58% 13.44%
摩根大韓（美元）A股（累計） 2.67% 11.28%
德盛韓國基金 A Dist 2.65% 9.70%
東方匯理系列-韓國基金 AU C 2.35% 12.36%
未來資產韓國股票基金 A USD 1.83% 7.94%

金匯 動向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03.0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2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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