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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政策迥異 歐元弱勢未改
歐元兌美元周一下滑，回吐上周五升幅，因投資人

擔心歐洲央行將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且憂慮俄羅斯
與烏克蘭的衝突可能衝擊歐元區經濟。歐盟上月宣布
的制裁措施限制了向俄羅斯出口石油工業現代化設
備，及禁止向俄羅斯銷售機械、電子及其他可能被用
於軍事或國防目的的民用產品。歐元兌美元上周五升
穿1.34美元，因投資人回補空頭，但鑒於歐元區基本
面情況，歐元本周初又回落至1.34下方。另一方面，
美元指數上周仍創下四周連升，因美國公布的一些經
濟數據強於預期。市場將密切關注本周三美國公布的7
月零售銷售數據，因消費者支出對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成長至關重要。路透訪查的分析師預計7月零售
銷售增長0.3%，6月為增長0.2%。

失守1.35掀拋壓 考驗1.3015
圖表走勢分析，隨着1.35水平失守，預料後市歐元

仍有頗大的下行空間。當前支持先為去年11月低位
1.3295。另外，以2012年7月低位1.2040至今年5月高
位1.3992的漲幅共1,952點計算，50%的回吐水平是
1.3015， 61.8%則為1.2785，可視為中期支持參考。另
一方面，當前較近阻力則預估為1.3450以及下降趨向
線1.35水平，而更為重要的將是100天平均線1.3650，
後市需回破此區，歐元才可望擺脫近月的弱勢下試局

面。
英鎊周一小幅上漲，本周走勢料會受到英國央行最

新通脹報告的主導，該報告可能對英國將何時收緊貨
幣政策提供線索。英國央行將在周三發布通脹報告，
周三還將公布就業和薪資數據，應該為市場提供央行
利率動向的信號。英國利率前景推動英鎊兌歐元從年
初至7月初錄得15%的漲幅。英鎊過去一個月走低，主
要是美元再次上漲，但市場對英國央行升息時機和隨
後的升息幅度開始產生懷疑。多數分析師預期英國央
行升息將在今年11月或明年2月。央行在11月也將公
布最新通脹和增長預估。上周五英鎊兌美元一度觸及
兩個月低位1.6764美元。
技術走勢分析，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尚見維持

向下，預示短期英鎊兌美元仍見承壓傾向。英鎊自去
年11月低見1.5852至今年7月高位1.7191，累計漲幅
1339點，黃金比率計算，38.2%及50%的回吐水平將
為1.6680及1.6520，進一步擴展至61.8%則為1.6365。
此外，位於1.6650的200天平均線亦可參考為一個重要
支持。而近月以來的下跌走勢，引伸一下降趨向線在
1.6880，匯價需回破此區，才告可緩止此段技術疲勢。
上方阻力預估在50天平均線1.6980，至於1.70亦為關
鍵，沒有回破此區，英鎊仍處於中期弱勢之中。較大
阻力預計為1.7060水平。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英鎊上周受制1.6890美元附近阻力後走勢偏弱，
一度於本周二反覆走低至1.6755美元附近兩個月低
位。英國繼上周五公布6月對非歐盟出口值按月下
跌2.2%，按年大跌31.1%，而進口值則按月下跌
1.2%之後，本周二公布6月對歐盟出口值按月下跌
7%，而進口值卻按月上升3.4%，數據顯示英鎊早
前的偏強走勢，明顯對英國6月整體出口構成負面
影響，導致貿赤擴大，不利英鎊後續表現。
另一方面，上周公布的7月歐元區零售採購經

理指數下跌至47.6，顯著低於6月的50.0，該數
據顯示歐元區零售銷售轉壞，再加上歐盟與俄羅
斯互相作出制裁，將拖慢歐元區經濟復甦力度，
不排除英國對歐盟的出口將有進一步下跌風險。
雖然英國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按年回升至1.9%，
但隨着布蘭特原油本周二下挫至每桶103美元水
平的1年來低點，將有助通脹逐漸趨於放緩，令
英國央行不急於作出升息行動。英國央行本周三
將公布通脹報告，而英國國家統計局亦將於同日
公布就業數據，若果通脹報告一旦傾向淡化通脹
升溫風險，則英鎊將可能續有反覆下調空間。預
料英鎊將反覆走低至1.6660美元水平。

金價1300美元水平上落
周一紐約12月期金收報1,310.50美元，較上日
下跌0.5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在1,305美元附
近獲得較大持後略為反彈，一度於周二反覆走高
至1,313美元附近。金價經過上周顯著反彈後，
部分投資者傾向先行沽金獲利，限制金價升幅，
再加上市場現時傾向觀望烏克蘭及中東地緣政治
的後續變化，令金價波幅不容易過於擴大。美國
本周三晚公布7月零售銷售數據前，預料現貨金
價將暫時活動於1,300至1,320美元之間。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走低至1.666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料續於1,300至1,320美元爭持。

通脹報告料放緩
英鎊續下試1.666 近來影響台股因素內有高雄爆炸案、生技板塊股慘跌、台股

7月到8月除權息等，外有國際地緣政治風險增溫，使台股震盪
加劇，影響市場信心，其中又以中小型板塊股跌勢較重。
雖然上周五盤中最低的9,014點，一度跌破120天線，但收盤

還收在120天線的9,018點上方，成交金額也從上周四的805億
元(新台幣，下同) 的今年5月22日以來的最低成交金額，稍微
回升至上周五的853.09億元，在大盤呈現量低的120天線整理
格局下，昨天也墊高收於9,163點水平。
就大盤的行業基本面，科技股記憶體價格續漲，面板廠供貨
吃緊價格上漲，廠商為了維持利潤，部分液晶監視器價格也跟
着逆勢上漲，半導體等電子產品市況熱絡，及礦產品出口由負

轉正，7月出口連六紅，年增長5.8%，加上蘋果9月將
發表開賣新產品，也有利電子指數與蘋果供應鏈。

外資連續11個月淨匯入創紀錄
此外，據台灣金管會的公布，7月外資持續淨匯

入18.1億美元，為連續第11個月淨匯入，創下史上
最長淨匯入紀錄，外資至今沒有大舉匯出現象，表明
對總體經濟面、資金面及公司基本面並無太大改變等
綜合考量下，為台股後市提供流動資金動能憧憬。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恒生台灣指數基金為例，基金主要是透
過台灣50指數成份股同樣比重的證券管理組合，以實現與掛鈎
指數表現一致的投資策略目標。
該基金在2011、2012和2013年表現分別為-21.25%、15.03%

及5.8%。基金平均市盈率與標準差為14.31倍及16.26%。
資產行業比重為40.55% 科技、16.78% 金融業、16.25% 工
業、11.27% 基本原材料、7.15% 消費品、4.66% 電信、2.19%
消費服務業、1.1% 石油與天然氣及0.05% 其他行業。
基金資產百分比為100% 股票。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
22.5% 台積電、8.4% 鴻海精密及5.3% 聯發科技。

台灣股市因內、外因素
影響，拖累大盤上周五一
度逼近 9,000 點大關，即
使其後大盤緩步整固，但
大盤8月至本周二起
累 計 還 是 跌 了
1.53%；倘若投資者
憧憬台股短線超跌
有撐，後市動能不
看淡，不妨留意
佈局建倉。

■梁亨

台灣股票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恒生台灣指數基金A 6.31% 9.91%
匯豐台灣股票基金 AD 6.19% 7.98%
蘇黎世台灣股票基金 3.87% 6.59%
富達台灣基金 A 3.61% 11.02%
宏利台灣股票基金 AA 2.05% 6.02%
摩根台灣（美元）A股（累計） 1.58% 3.25%
施羅德台灣股票基金 A ACC 1.38% 5.63%

今日重要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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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預測-1.8%。前值+
1.6%；環比年率。預測-7.1%。前值+6.7%

8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前值+1.9%

第二季薪資價格指數季率。預測+0.7%。前值+0.7%；年
率。預測+2.6%。前值+2.6%
7 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終值。預
測-0.4%。前值0.0%；年率終值。預測+0.6%。前值+
0.6%

7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終值。預測+0.3%。前值+
0.3%；年率終值。預測+0.8%。前值+0.8%

7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終值。預測+
0.3%。前值+0.3%；年率終值。預測+0.8%。前值+0.8%

7月請領失業金人數。預測減少3萬。前值減少3.63萬

截至6月三個月按國際勞工組織（ILO）標準計算的失業
率。預測6.4%。前值6.5%

截至6月三個月平均每周薪資所得（包括獎金）年率。預
測-0.1%。前值+0.3%

截至6月三個月平均每周薪資所得（不包括獎金）年率。
預測+0.7%。前值+0.7%

6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3%。前值-1.1%；年率。
預測+0.1%。前值+0.5%

ZEW8月投資者信心指數。預測-1.0。前值0.1

7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3%。前值+0.2%

7月扣除汽車的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4%。前值+0.4%

6月企業庫存月率。預測+0.4%。前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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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茂軍、郭燕香港報道）「同心圓
夢．美麗中國行之內蒙古（香港）經貿文化活動暨中國民族
貿易會香港分會掛牌儀式」將於今日舉行。內蒙古將在本次
活動上進行豐富多彩的系列文化經濟推介活動，當中包括包
括內蒙古民族藝術，旅遊文化，經濟項目及投資項目等一系
列內容，讓香港市民和客商充分全面地了解一個文化豐富多
樣，資源充足優質，經濟前景廣闊的內蒙古。

電力土地成本便宜
在昨日的媒體見面會上，內蒙古商務廳副廳長王文傑表

示，作為少數民族地區，內蒙古是中國內地唯一既享受國家
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又享受西部大開發和東北振興優惠政策
的地區。內蒙古投資基礎良好，「十二五」時期還將打造一

批產業集聚區，為項目落地創造良好的條件；土地價格優惠，經濟較
發達的呼包鄂地區工業用地平均價格不到沿海發達省市的一半。另
外，內蒙古能源保障度高，電力裝機居全國首位，大工業用電現價每
度不超過0.5元人民幣，對電力需求較大的企業，還可按電力多邊交
易直供電價格。內蒙古現有19個對外開放口岸，其中經由滿洲里和二
連浩特兩個口岸，形成兩條重要的歐亞大陸橋，呼和浩特開通直達法
蘭克福的列車。
近年內蒙古已多次在香港舉辦大型經貿活動，兩地在經貿文化方

面的交流日益密切，合作領域不斷擴大，合作水平不斷提升。
參加見面會的有中國民族貿易促進會會長賀黎明，中國民族貿易

促進會理事主席團主席藍軍、中國民族貿易促進會副會長趙飈、內
蒙古商務廳副廳長王文傑，以及香港文匯報副社長馮瑛冰等20餘家
媒體代表。

福州茉莉花茶企業盼走出去

海信30%手機訂單來自海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 山東報道）近日海信正式向法國第二

大運營商SFR以及第三大運營商Bouygues Telecom開始供貨。據
悉，海信是在去年與其開始戰略合作的，由海信為其提供一整套的
產品方案設計和生產製造。數據顯示，當前海信手機有30%的訂單
來自其海外市場。
海信負責人透露，雙方達成合作意向的基礎，是海信在產品研發、

質量控制等方面的優勢。青島、江門南北兩大生產基地佈局的完成，
更進一步提升了其在南方市場和海外市場的競爭力。目前，海信手機
有30%的訂單來自海外，其中海信自主品牌佔了大部分。目前海信做
的很成熟的一個市場是東南亞和中東，比如在印尼市場，海信佔銷售
額的70%。第二就是歐洲市場，目前在德國市場和法國市場已經與當
地合作夥伴合作，充分開始鋪貨。另外今年主要開拓的就是北美和美
國市場，已經在美國成立了單獨的手機研發中心。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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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
晶晶 烏魯木齊報道）日
前，新疆南疆地區克孜勒蘇
柯爾克孜自治州烏恰縣發現
潛在經濟價值達400億元人
民幣以上的超大型金礦，該
金礦也成為新疆目前發現的
資源量最大的金礦。

港企擁控股權
同時，一家頗顯神秘的

名為「阿歷克斯投資有限
公司」的香港企業已經與
新疆地礦局成立同源礦業
合作勘探，並擁有同源礦
業控股權。這家香港企業
背後自然人為陳奕輝，其
在中國香港、加拿大擁有2
家上市公司並擔任高管，
深諳礦業資本運作。
據悉，截至今年6月，該

金礦共提交黃金金屬量127
噸。但是，由於從發現金
礦到轉化成產量還需較長
時間等諸多原因，大型金
礦的發現對金價影響有
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蓉、蘇榕蓉福州報道）為進
一步幫助福州茉莉花茶打開國際市場，福建省福州市將
組織八家茉莉花龍頭茶企參加由香港貿發局主辦，於8
月14日至18日期間舉辦的第25屆香港美食博覽暨第6
屆香港國際茶展，福州市貿促會會長潘邦瑞表示，其間
將舉辦「福州味—茉莉情香港周」系列活動，以擴大相
關行業企業的外貿業務。

福州市海峽茶業交流協會會長吳依殿介紹，福州茉莉
花茶是福州市具有典型地方特色的農產品，已擁有國家
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國家農產品地理標誌等稱號。今年
5月，福州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申請世界重要農業文化
遺產成功，隨後又成功申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
護。

茉莉花茶品牌逾23億元
據統計，目前，福州轄區的茉莉花種植面積已逾1.5

萬畝。閩江、烏龍江、馬江、敖江、大樟溪等「四江一
溪」沿岸，茉莉花園生態走廊綠意盎然。閩清、羅源、
永泰等7個高山縣區的生態茶葉園區，也已初步建成。
2013年，福州茉莉花茶品牌價值已達23.26億元人民
幣，位列內地茶葉區域公用品牌價值榜的第9位。
福州市不僅恢復了優質茉莉花生產基地，亦制定統一
的質量標準，提升福州茉莉花茶產業整體水平。8月1日
起，該市實施《福州市茉莉花茶保護規定》，明確政府
應在適宜種植茉莉花的區域內劃定種植基地，茉莉花種
植基地要實行分級保護，同時就福州茉莉花茶加工製作
工藝的傳承、品種推廣工作等亦作規定。業內人士表
示，如何借助茉莉花茶產業的歷史積累與地緣優勢，挖
掘其文化價值，以茶文化旅遊帶動茶產業的轉型與升
級，將成為未來福州茉莉花茶產業發展的重要課題。

閩農產品參展港美食博覽
據悉，今次福建（香港）綠色精品農產品

展，共設標準展位48個，種類涵蓋茶葉、
食用菌、金線蓮、蜂產品、鐵皮石斛等，不少是
出口至港澳地區和歐、日、韓及東南亞國家。福
建省農業廳相關負責人表示，生態農業和綠色食
品已成為福建省農業發展的一大特色和優勢，希
望今次赴港展示的農產品能受到香港消費者的青
睞。

特設綠色精品館
2013年，福建省農業廳首次組織38家龍頭企業
形成綠色精品展團參加第24屆香港美食節，具有
福建地域特色的名優特新水果、蔬菜、食用菌、

茶葉、畜禽產品得到集中展示。參展企業亦取得
不少訂單，展會期間福建農產品館訂單現場銷售
231.6萬港元。達成初步合作協議216個，協議金
額4.8億元港元。

全省進出口增勢佳
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福建農產品進出口繼續

保持良好增勢，全年實現農產品進出口140.5億
美元，同比增13.8%。其中，出口82.3億美元，
比增8.8%，形成了安溪茶葉、長樂鰻魚、福清蛋
品、永春蘆柑、莆田蔬菜、寧德大黃魚、南平禽
肉、東山水產品等一批在國內外具有較強市場競
爭力的優質特色食品農產品生產集聚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林蓉 福州報道）由38家福建農業龍頭特色企業

組成的福建參展團，本周四(14日)將由福建省農業廳副廳長王智禎率領赴港參加第

25屆香港美食博覽暨國際茶展。據悉，其間將設2014福建（香港）綠色精品農產

品區，展示當地特色優質農產品。

■福州市不僅恢復了優質茉莉花生產基地，亦制定統一
的質量標準，提升福州茉莉花茶產業整體水平。

■內蒙古（香港）經貿文化活動媒體見面會現場。

■■福建近年來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福建近年來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生生
態農業和綠色食品已成為福建省農業態農業和綠色食品已成為福建省農業
發展的一大特色和優勢發展的一大特色和優勢。。 林舒婕林舒婕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