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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強金匯 動向 景氣轉好 奢侈品基金可收集

烏俄局勢緊張 金價跌勢暫緩

美元兌加元上周初在1.0875附近獲得較大支持
後略為偏強，一度於上周四走高至1.0985附近。
美國聯儲局7月會議紀錄及聯儲局主席耶倫上周
五言論均傾向在就業市場持續改善之際提早升
息，美元兌各主要貨幣走勢持續偏強，是帶動美
元兌加元觸及1.0985水平的原因之一。近期市場
持續出現利好美元消息，美元兌加元上周依然未
能向上衝破過去3個多月來位於1.0970至1.0990
之間的主要阻力區，反映加元跌幅受到限制，美
元兌加元短期可能有回吐壓力。

美元兌加元料回至1.085
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布6月零售銷售值按月
上升1.1%至接近426億加元，連續6個月上升，
更是4年來最大的單月零售值，引致上半年零售
銷售較去年同期出現4.7%的顯著升幅，限制加元
上周五的下行幅度。雖然加拿大同日公布的7月
消費者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2.1%，低於 6月的
2.4%，顯示通脹略為放緩，但隨着加拿大過去4
個月的通脹年率仍處於2%水平，依然屬於近兩年
來高點，除非原油價格稍後能延續最近兩個月的
反覆下跌走勢，帶動能源價格進一步下降，否則
受到加國零售銷售表現強勁影響，通脹不容易顯
著回落，暫時限制加元跌幅。預料美元兌加元將
反覆走低至1.0850水平。
上周五紐約12月期金收報1,280.20美元，較上

日升4.80美元。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布截
至8月19日當周，對沖基金及基金經理持有的黃
金淨長倉數量下跌12.6%至116,916張，反映美元
偏強對金價構成下行壓力。金價經歷上周下跌，
市場較為關注美國分別於本周一及周二公布的7
月新屋銷售及耐用品訂單，若果該些數據表現好
於預期，則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65美
元水平。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085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65美元水平。

零售額創單月最高
加元短線借勢反彈 部分品牌公司如Ralph Lauren、Salvatore Ferragamo等因為面

臨零售業務的減速銷售趨勢，打算轉型強化其批發業務，但在業
務轉型初期，加上無法掌握的日本4 月份將消費稅從5%升至
8%，以及「五．一」長假至暑假間的空窗期，使得奢侈品買氣明
顯降溫，造成經營業利潤率表現不佳，連帶股價受到影響。
不過，從行業指標的DAX世界奢侈品指數，從今年高位到截至
上周五的收盤只跌了1.19%，從今年低位到截至上周五卻反彈
了9.58%來看，表明板塊短線不如預期業績，並未造成板塊
出現崩盤。

奢侈品業盈利料增12%
就行業基本面而言，歐元於第三季呈現貶值，加
上歐美7、8月旅遊旺季，以及全球景氣持續復甦等
因素支撐，因此貝恩諮詢估計，今年全球奢侈品業
的平均8%經營收入增長，會優於先前預估的4%至
5%，企業的平均盈利則可達到12%。

中美市場需求有望恢復
展望奢侈品板塊前景，由於油價回穩、美國失業

率逐漸下滑，零售類股相對抗跌，美國7月同店銷售

增長優於市場預期的4.4%年增率。另外，內地下半年整體景氣逐
漸回升、人民幣兌美元趨於穩定，中產的時尚品味，對高質量的
高檔產品需求有望恢復，等等均為奢侈品板塊後市添憧憬。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東方匯理優越生活基金為例，主要是透過

專注於奢侈品產業鏈的上市公司證券管理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
增長的投資策略目標。
該基金在2011、2012和2013年表現分別為-5.46%、14.65%及
23.58%。基金平均市盈率與標準差為18.25倍及19.14%。資產行
業比重為71.2% 非必需消費品、13.5% 必需消費品、8% 健康護
理、4.7% 資訊科技、1.7% 其他行業及0.9% 工業。
資產地區分布為47.2% 北美、22.8% 歐元區、18.8% 歐元區除

外的歐洲及9.5% 日本。資產百分比為98.3% 股票及1.7% 貨幣市
場。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5.17% 華特迪士尼公司、4.81% 歷
峰集團及4.77% 戴姆勒。

雖然受到內地禁奢
令、日本於第二季起加
消費稅等政策衝擊，導
致近期奢侈品板塊股公
布的半年業績，不如預
期亮眼；然而投資者倘
若憧憬奢侈品板塊只是
暫時從絢爛歸於平淡，
在經濟復甦帶動消費需
求增長的前景下，不
妨趁近期的調整佈
局建倉。

■梁亨 奢侈品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東方匯理優越生活基金 AU C 2.58% -1.28%
百達精選品牌 P USD -4.15% -6.26%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倫敦黃金上周五小幅上揚，終止了此前的五個交
易日連漲，但整周仍告錄得約2%跌幅，同時亦為五
周來最大周度跌幅，主要由於上周三晚美聯儲發布
最新會議紀錄令市場臆測提早升息後，加劇了金價
的沽壓。
上周五，市場矚目於美聯儲主席耶倫在央行總裁

年會上的講話，她表示過去五年經濟不振令數以百
萬計的工人失業、喪失信心或困在臨時工作中，這
些情況單靠失業率是無法準確得到反映的，故美聯
儲應謹慎決定何時升息。整體上，耶倫對美國經濟
和貨幣政策的看法較預期更為均衡，而未能給投資
人提供有關升息的更多線索。雖然在耶倫講話後，
美元一度受到提振，美元指數升至82.456的去年9
月來最高，但在缺乏後續動能下，美元漲幅緩止，
而金價則曾小幅走低至1,274美元水平，但隨後仍
可反跌為升，烏克蘭局勢再度升溫，促使金價回穩
於1,380美元水平上方。
在俄羅斯派遣的救援車隊越過邊境，進入政府軍

和親俄叛軍交火的烏克蘭東部後，烏克蘭宣布俄羅
斯已「直接入侵」該國領土，之後標普500指數從
周四所創的紀錄收盤高位回落。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秘書拉斯穆森譴責俄羅斯的行動是「驚人的
升級」，他呼籲俄羅斯「不要再讓烏克蘭的局勢更
加不穩」。

觸底反彈 1300阻力大
圖表走勢分析，縱使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均已

落入超賣區域，在上周五金價小幅反彈後，有着觸底
抽高的初步跡象，但尚未可視為明確之反彈訊號。金
價在上周四先後跌破200天平均線1,284及1,280關口，
引發技術性沽盤，縱然隨後在周四及周五均曾嘗試反
撲，但尚未能扳回至1,384上方，預料此區在本周仍會
是一個反制阻力，需回破此區才見金價走勢稍作喘定，
較大阻力預估在250天平均線1,291以至1,300美元關
口。此外，而從周線圖可以看到，自去年第三季以來，
金價上落幅度持續收窄，並形成一組三角形態，目前
頂部位於1,360，底部在1,268，換句話說，下一矚目
支持該是這個三角底部位置1,268，而若金價進一步失
守此區，技術上見金價中線將再陷疲勢，較近支撐1,264
及1,253水平，繼而下探六月低位1,240美元水平。
倫敦白銀上周四一度觸及兩個月低位19.25美

元，周五的一度下滑亦僅見至19.26美元。在圖表
上可看到，現階段銀價仍見持續於下行通道內探
低，上方兩組下降趨向線分別位於19.54及19.82美
元，將視為短線關鍵，倘若銀價後市突破此兩區將
有機會稍事喘穩，較大阻力見於50天平均線20.45
美元。反之，若銀價繼續維持下行，預估支持可至
19.10及18.90，進一步關鍵在18.60及18美元。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
日期
25
26

27
28

29

國家
美國
澳洲
美國

德國
歐盟

德國
美國

歐盟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10:00PM
9:30AM
8:30PM
10:00PM
3:00PM
6:00PM
6:00PM
6:00PM
3:00PM
8:30PM
8:30PM
6:00PM
6:00PM
3:00PM
8:30PM
8:30PM
9:45PM
9:45PM

報告
7月新屋銷售
第二季生產物價指數#
7月耐用品訂單
8月消費信心指標
7月入口物價指數#
8月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8月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8月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8月消費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修訂)
7月歐元區失業率
8月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7月零售銷售#
7月個人收入
7月個人支出
8月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8月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8月25-29日)

預測
42.7萬

-
+7.0%

88.3
-
-
-
-
-

30.2萬
+4.0%

-
-
-

+0.3%
+0.1%

54.8
80.0

上次
40.6萬
+2.3%
+1.7%

90.9
-1.2%
102.2
-3.8
-8.4

+0.8%
29.8萬
+4.0%
11.5%
+0.4%
+0.4%
+0.4%
+0.4%

52.6
79.2

■責任編輯：宋嘉琪 / 劉偉良 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
日期
18
19

20

21

22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歐盟
英國

美國

日本
德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6:00PM
4:30PM
4:30PM

8:30PM
8:30PM
7:50AM
3:00PM
4:30PM
4:30PM
8:30PM
10:00PM
10:00PM

報告
6月歐元區貿易盈餘(歐元)
7月消費物價指數#
6月生產物價指數

7月消費物價指數
7月建屋動工(單位)
7月貿易盈餘(日圓)
7月生產物價指數#
7月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7月零售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7月二手房屋銷售(單位)
7月領先指標
無重要數據公布

(8月18-22日)

結果
168億
+1.6%

輸出:-0.1%
輸入:-1.6%

+0.1%
109.3萬

9639.9億
-0.8%

2億
+2.6%
29.8萬
515萬
+0.9%

上次
154億
+1.9%
-0.2%
-0.8%
+0.3%
94.5萬
8222.4億
-0.7%
114億
+3.6%
31.2萬
503萬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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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通簽委內瑞拉出口大單中聯重科全球最大平頭塔機交付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靳
中興 鄭州報道）據宇通客車官
網發佈消息稱，公司近日與委內
瑞拉簽署了包含1,500台宇通客
車、配件、工具、維修及智能公
交系統的備忘錄，預計下半年或
者明年上半年交車。

1500台客車擬明年交付
據了解，該備忘錄是國家主席

習近平日前訪問委內瑞拉期間簽
署。此外，宇通客車還與委內瑞
拉工業部、陸路交通部簽署了在

委內瑞拉合資建設客車工廠的框
架協議，委內瑞拉有望出口中國
生產的客車到南美國家共同體等
市場。
宇通客車在2013年全球客車

銷量達56,068台，連續三年穩居
世界銷量第一。宇通客車發佈的
消息顯示，2013年，宇通在拉美
市場的出口量約2,200台，佔中
國內地大中型客車出口總量的
40%左右上。拉美地區已經成為
宇通客車出口的最大市場，銷售
網絡覆蓋20多個國家和地區。

閩台食交會370企業尋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瑤瑛

泉州報道）2014年閩台（泉州）
食品交易會日前在中國品牌之都
「福建晉江」舉辦，展會吸引了
海峽兩岸約370家食品企業參
展，其中包括60家台灣食品巨
頭。台灣食品發展協會理事長顏
富庸告訴記者，兩岸食品業在產
品、管理、機械等都各具優勢。
大陸食品行業的創意、技術、研
發等都處於待深耕階段，而大陸
市場的潛力和空間，卻是台灣食
品行業所需求的，如何「各取所
需」、「抱團攜手」成為了兩岸
食品行業發展的亮點。
福建省盼盼食品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正與台灣宜農洽談合作事

宜，有望把台灣的技術和品牌引
至大陸。台灣海龍王食品有限公
司總經理王金章也表示，此次赴
大陸不僅為了展示自身的產品和
品牌，更重要的是想對大陸市場
做個摸索，期待不遠的將來，可
以和大陸的兄弟企業互相切磋一
起發展。
談到與台灣宜農的合作，盼盼

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蔡
金垵說，大陸市場空間、渠道、
潛力都很大，可深耕細作，而台
灣企業在管理轉型、產品研發，
以及從產品到品牌的提升方面，
則走在大陸的前列，兩岸食品行
業的合作潛力巨大，可做進一步
探討。

華南最大糧油綜合項目落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

報道）深糧集團投資18億元（人民
幣，下同）建設的華南地區最大糧
食物流節點項目近日在東莞麻涌鎮
開工。記者獲悉，該項目建成後將
成為華南地區糧食物流中心、中國
糧食進出口窗口和期貨交易價格發
現中心，為華南地區糧油產業提供
倉儲、中轉、檢測加工、配送保稅
等相關服務。此外，深糧集團還將
搭建糧油電商交易平台，預計每年
該平台可實現上千億元電子交易
額。

深糧集團董事長祝俊明介紹，
深糧東莞糧食物流節點項目集中
了糧食碼頭、中轉倉儲、市場交
易等5大功能為一體的糧食流通
服務綜合體，項目總投資18億
元，分三期建設。其中，項目一
期佔地135畝，投資4.5億元，
明年底將完工交付使用。
項目整體建成後，預計每年可

實現糧油總產值40億元。深糧集
團計劃將其打造成為中國糧食進
出口的窗口和期貨交易價格發現
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實習
記者 吳海燕、趙雅婷 合肥報道）
日前奇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奇瑞
重工）在負責安徽省國有產權交易
的長江產權交易所掛牌，8月1日
起，轉讓24億股權，進行股權重
組，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並謀求改
制。此次股權轉讓將是中國機械裝
備行業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實現
跨越式發展的開始，這在業內實屬
首例。

機械裝備業首例國資改革
從2011年6月正式創立至今，奇

瑞重工已完成產業開發和體系建
設。公司業務涉及農業機械和工程
機械，農業機械是該公司核心業
務。在農業裝備產業領域，其產品
資源遍及耕、種、管、收、烘乾等
全程農業機械化，具備中國農機行
業已經成熟的分銷與服務網絡體
系；在工程機械的土方機械和工業

車輛領域也已獲得成功突破，並於6
月在英國成立了運營中心，穩步推
進全球化戰略、加快全球市場拓
展。
目前，奇瑞重工不僅在安徽、河
南、浙江等地建設有產業基地，還
在北京、意大利和日本建有研發基
地，依托全球化市場開發策略，致
力於針對不同國家及區域市場需求
開發適合當地的產品，每年確保銷
售收入的5%以上作為研發投入。公

司目前已與6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
了合作關係，全球分銷服務網絡達
200餘家，產品成功進入歐美等中端
市場。
針對此次股權轉讓的動機，奇瑞

重工股東方蕪湖市建投相關負責人
表示：奇瑞重工目前已成功度過創
業期，此時選擇適時退出並為其尋
找新的戰略投資者，為其提供全方
位的支持，也為奇瑞重工下一步的
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奇瑞重工轉讓24億股權

中聯重科起重機公司建築起重機分
公司副總裁喻樂康介紹，T3000將

推動超臨界火電機組吊裝施工工藝變
革，大大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投入成
本，將帶動中國平頭塔機技術躍居國際
領先水平，形成超大型平頭塔機成套核
心技術，提升中國塔機行業在國際的影
響力。

創健力士紀錄領先同業
中聯重科起重機公司總裁黃群表示，
從2011年6月中聯重科全套引進德國
JOST公司平頭塔機技術以來，堅持在
產品研發、工藝革新、新材料應用等多
方面進行深度融合，同時還實現了自主
創新，尤其是在原始性創新、集成創新
和引進消化吸收基礎上進行再創新，以
創造核心技術和引領行業發展。

高端產品搶佔全球市場
黃群透露，目前就中聯重科起重機板
塊而言，海外市場佔據20%的銷售份
額，隨着公司國際化戰略的推進，

T3000的成功研發，將會有力助推中聯
重科起重機產品進一步打開歐美高端市
場。
市場人士分析認為，經歷前幾年的

高速發展之後，全球塔機市場目前已
進入微幅增長態勢。在這樣的背景
下，高端產品的研發就顯得尤為重
要。T3000的推出，將成為中聯重科搶
佔全球塔機市場、打造新的利潤增長
點的又一利器。

現金分紅每股派0.15元
另外，中聯重科近日公布2013年度現

金分紅實施方案，擬向全體股東實施每
股派息0.15元（人民幣，下同），總共
派息11.56億元，全年股息支付率超過
30%，領跑工程機械行業。此次分紅也
是中聯重科連續14年來的第 16次分
紅，累計現金派息75.49億元，成為工
程機械行業上市公司第一陣營中唯一上
市以來每年堅持現金分紅的企業，且自
2010年起均保持在10億元以上的分紅
規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錦屏、董曉楠）由中聯重科製造的全球

最大平頭塔機T3000日前正式交付並在現場獲英國健力士世界紀錄

認證。據了解，這是繼成功研製出全球最大輪式起重機、最大履帶

式起重機、最大全地面起重機、最大水平臂上回轉自升塔式起重機

之後，中聯重科再一次挑戰世界科研新高度。

■矗立在交付現場的全球最大平頭塔機T3000。 譚錦屏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