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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董新凱、特約通訊員張松新河
源報道）總投資1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中興通訊河
源基地日前正式動工。該基地是中興通訊內地唯一一個
集研發、生產、培訓於一體的綜合性科研產業基地，建
成後年產值將達1,000億元。
河源市委書記何忠友在動工儀式上表示，中興通訊河

源項目的動工，將為河源培育發展新電子產業、打造環
珠三角新興產業集聚地注入強大動力，要把中興通訊河
源項目列為「1號工程」。中興通訊執行董事邱未召致
辭時稱，項目建成後將成為中興通訊規模最大、整體佈
局與規劃最完備、環境最好的綜合性基地之一，投產後

預計產值將超千億，成為河源的產業領袖，動工後將吸引一大批
關聯企業落戶河源，使河源成為全省乃至全國的信息產業高地。
據悉，總投資100億元、佔地200萬平方米的中興通訊河源基地，

分3期進行，建成後將帶動軟件、外殼、芯片、觸摸屏、模具、新電
子、新材料等上千家配套項目，形成超千億元的配套產業規模。河
源將形成總投資超過250億元、產值超過2000億元的電子信息產業
集群，相當於目前河源全市工業產業規模的2倍多。

內地首個「中藥偉哥」上市
江西民營企業百強出爐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牛琰綜合報道）據江西日報消息，近
日「2014江西民營企業100強」發佈會在南昌召開，會上發佈了
2014江西民營企業100強、民營企業製造業100強、民營企業服務
業20強名單以及《2014江西上規模民營企業調研報告》。據了
解，百強入圍企業門檻年營業收入為7.36億元人民幣(下同)，比上
年度提高了37.6%；2014民營企業100強實現營業收入3,289.8億
元，戶均32.9億元，比上年度增長17.8%。
《2014江西省上規模民營企業調研分析報告》顯示，江西省11
個設區市都有企業入圍江西省民營企業100強，其中南昌27家，
宜春、九江、贛州、上饒均超過10家。

跨國大企將赴江西懇談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牛琰江西報道）記者從世界低碳生態

博覽會新聞發佈會上獲悉，由商務部、江西省人民政府主辦，江
西省商務廳承辦的江西省與世界500強企業和跨國公司合作懇談
會將於11月21日舉行，屆時外國政要及政府代表團、港澳代表
團、台灣100大企業代表、世界500強部分企業高管、跨國公司代
表等將組團參會。江西省商務廳副廳長、江西省貿促會會長劉翠
蘭表示，8月底省政府全面開展了邀商工作，並取得了初步成效，
截至目前美國江森自控集團全球副總裁、西門子中國區執行副總
裁等世界500強企業高管已明確表示參會。

外銀紛搶灘雲南
布局東南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婷昆明報道）記者從日前在昆明舉行的「一心兩
區」金融新格局建設成果新聞發佈會上獲悉，渣打（中國）銀行昆明分行
已完成籌建工作，即將開業。此外，馬來亞銀行昆明分行得到銀監會批准
籌建。
外資銀行熱衷雲南，與雲南建設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開展人民幣跨境
業務便利高效有密切關係，許多外資銀行更是將昆明分行作為輻射東南亞，與
東南亞國家開展人民幣跨境業務的中心。

滇首7月人幣跨境結算增49%
據了解，1月-7月，雲南全省累計實現人民幣跨境結算422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增長49%。自2010年7月啟動跨境人民幣結算以來，已累計結
算1,729.83億元。
同時，雲南建立人民幣與周邊國家貨幣兌換機制取得積極進展，國家外
匯管理局批准在雲南省德宏州開展本外幣兌換特許機構服務經常項下緬幣兌
換業務試點，是首次在特許機構中放開對企業在經常項目下的兌換。目前全
國僅有雲南獲批試點，對於實現以點帶面促進人民幣與周邊國家貨幣兌換業
務的不斷發展，推進人民幣周邊區域化具有重要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
道）白雲山（0874）旗下與李嘉誠合
資組建的廣州白雲山和記黃埔中藥有
限公司上月推出內地首個「中藥偉
哥」—白雲山鐵瑪（瑪咖人參黃精固
體飲料），並在「偉哥之父」穆拉德
的見證下亮相。據透露，該產品9月
29日起正式上市銷售，並借助白雲山
以及和記黃埔（0013）的銷售網絡和
渠道。而初步的年銷售目標，則預計
為5億到10億元人民幣。

「金戈」和「鐵瑪」形成互補
9月中旬，白雲山剛推出了內地首
個「偉哥」白雲山金戈。業界指，
「金戈」和「鐵瑪」一個西藥、一
個中藥，將形成互補，組成白雲山

抗ED產品線。與西藥「偉哥」不
同，「中藥偉哥」更加注重補充人
體源源動力。據了解，方中主要藥
物之一是瑪咖。該瑪咖全部為黑瑪
咖，選自原產秘魯Puno生態區的海
拔 3500—4500 米的南美安第斯山
區。而白雲山鐵瑪的「瑪」字正是
取自瑪咖。
據指，白雲山和記黃埔中藥有限
公司在穆拉德的指導下，歷時兩年
開發出了瑪咖人參黃精固體飲料。
廣州白雲山和黃大健康公司總經理
徐科一透露，白雲山鐵瑪於9月底正
式上市銷售。與金戈藥店與醫院渠
道並重略有不同的是，在銷售渠道
上，「鐵瑪」將零售藥店與電商渠
道並重。

貴州929涉農項目簽逾千億
貴州省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徐天才

介紹，100個現代高效農業示範
園區是貴州「5個100工程」的重大
戰略部署之一，目前已有1,972家企
業入駐園區，其中省級以上龍頭企業
357家，註冊資金500萬元以上企業
907家；培養農民合作社2,241家，社
員19.4萬人。

省內特色產業優勢明顯
據了解，貴州近年來依托於獨特的
地形地貌和相對優越的生態環境，特
色產業取得了長足發展。目前全省茶
園種植規模652萬畝，茶園面積和綠
茶面積均在全國排名第一；貴州是全
國最大的辣椒生產基地；馬鈴薯種植

面積、產量均列全國第三；火龍果種
植面積5萬畝，佔全國1/5，居全國
第一；藍莓面積近6萬畝，居全國第
二，產量約5,000萬噸；薏仁種植面
積、產量均位居全國第一。

先天條件利拓現代農業
「以現代高效農業示範園區為平

台，貴州省大力發展現代山地高效
農業。」貴州省副省長劉遠坤在致
辭中說，貴州氣候宜人，夏無酷
暑，冬無嚴寒，雨熱同季，適合於
大多數農產品的生產。由於氣候涼
爽，無高溫侵蝕，農產品生產過程
中病蟲害不發生或很輕，施用農業
很少，因此農業面源污染很少，土

地多為無污染的乾淨土壤，是全國
少有的無公害、綠色和有機農產品
生產的理想之地。
徐天才還介紹，由於獨特的氣候、

土壤等條件，貴州農產品內含物豐

富。比如茶葉，低緯度、高海拔、多
雲霧、寡日照，茶葉的水浸出物、茶
多酚、鋅硒等微量元素含量都好於全
國其他地方。藍莓、花青素也高於其
他2倍以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悅 貴陽報道）貴州省現代高效農業示

範園區招商引資暨項目簽約儀式日前在貴陽舉行，貴州省九個

市（州）及貴安新區相關負責人作了現場推介，共同推出涉農

項目1,823個，其中929個達成合作意向，現場簽約金額達

1,248.2億元(人民幣，下同)。

■河源市委書記何忠友（右三）、市長彭建文（左
一）、中興通訊董事長侯為貴（左三）等啟動動工儀
式。 董新凱 攝

■貴州省現代高效農業示範園區招商引資暨項目簽約儀式日前在貴陽舉行，共
推涉農項目1,823個，其中929個達成合作意向，現場簽約金額達1,248.2億
元人民幣。 徐悅 攝

今日重要數據公布
07:01
07:50

08:30

14:00

14:45

19:00

20:30

22:00

英國
日本

澳洲

德國

法國

英國

美國

RICS 9月房價指數。預測38。前值40
8月機械訂單月率。預測+0.9%。前值+3.5%；年率。預測-5.1%。前值+1.1%
投資外國債券周率。前值買超1,846億
外資投資日本股票周率。前值賣超416億
9月就業人數。預測3萬減少。前值12.1萬增加
9月全職就業人數。前值1.43萬增加
9月就業參與率。預測65.0%。前值65.2%
9月失業率。預測6.2%。前值6.1%
8月經季節調整出口月率。預測-4.0%。前值+4.7%；進口月率。預測+1.0%。前值-1.8%
8月貿易收支。預測185億盈餘。前值222億盈餘
8月貿易收支。預測55億赤字。前值55億赤字
8月進口。前值417億；出口。前值362億
央行10月利率決定。預測0.5%。前值0.5%
央行10月量化寬鬆規模。預測3,750億。前值3,750億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10月4日當周)。預測29.5萬。前值28.7萬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10月4日當周)。前值29.475萬
持續請申領失業金人數(9月27日當周)。預測241.0萬。前值239.8萬
加拿大8月新屋價格月率。預測0.2%。前值0.0%
8月批發庫存月率。預測+0.3%。前值+0.1%
8月批發銷售月率。預測+0.5%。前值+0.7%

馮 強金匯 動向 政策面支撐 台股基金不看淡

風險偏好減 日圓強勢反撲
一如預期，日本央行周二一致通過保持透過購買政府公

債和風險資產，以每年60萬至70萬億日圓的規模增加基
礎貨幣的承諾。日本央行維持對經濟的看法：整體趨勢上
看，經濟在第三季繼續溫和復甦。不過其調降了對工業產
出的評估，稱4月消費稅上調造成需求下滑，使得汽車和
電子廠商庫存擠壓，由此令工業產出疲弱。
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強調將在一段相當長時期內維持

大規模刺激措施的決心，不過他否認了近期有擴張刺激措
施的必要。儘管有跡象顯示日本經濟可能陷入溫和衰退，
但黑田東彥依舊對前景保持樂觀。黑田東彥也堅持他有關
日圓匯率的觀點，即弱勢日圓有利於日本經濟。不過他稍
稍修改了一下基調，認同企業界的擔心，即日圓匯率進一
步下跌或傷害到小企業和家庭，因為這將提高進口成本。
黑田東彥指出，上調消費稅造成的衝擊以及夏季惡劣天氣
對消費者的影響，比預期來得更長。但他強調，在經歷暫
時疲軟後，經濟增長將回升，足以促使通脹加速升向日本
央行的目標水準。

美元兌日圓下探108下方
避險作用的日圓在周二持穩走強，因德國工業生產大幅

下降4.0%，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以來第三次調
降全球經濟增長預估值從3.4%下調至3.3%，並警告稱歐

元區核心國家、日本以及巴西等新興市場大經濟體成長轉
弱，打壓投資者風險偏好。美元兌日圓下探至108水平下
方，進一步遠離一周前觸及的六年高點110.09。
與IMF略有相左的是日本總裁黑田東彥的言論。黑田

周二對經濟前景仍持樂觀看法，沒有必要擴大日本央行本
已規模龐大的刺激舉措。避險性質的美國公債強勁走揚，
收益率再度下滑。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一度跌至2.337%，
接近8月所及的14個月低點2.303%。美元兌日圓常常緊
密追隨美國收益率走勢，部分原因在於利差交易盛行，即
投資者借入低利率的日圓來購買美國資產。

技術圖表分析，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開始呈反覆，
而近日衝擊110關口未見顯著成效，上周三僅見至110.08
便告回落，而周五就業數據公布後本應是有着利好的條件
讓美元衝破110關口，但依然無功而返，故至本周仍審慎
提防美元兌日圓出現回吐的風險。下方支持則預估在
107.40。以8月8日低位101.49至本周高位110.08的累積
漲幅計算，其38.2%及50%的回調水平則達至106.80及
105.80。反之，倘若終可向上破位110，接着下級阻力將
可參考2008年8月高位110.66以及112水平。

周二紐約12月期金收報1,212.40美元，較上日
升5.10美元。受到美國杜指周二下跌1.6%影響，
國際貨幣基金會把明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從4%下
調至3.8%，部分避險資金流入金市，引致金價反
彈，現貨金價一度於周三反彈至1,220美元。紐
約期油本周三回落至每桶87美元水平近半年低
位，可能抑制金價反彈幅度，若果美國聯儲局9
月會議紀錄利好美元表現，則預料現貨金價將反
覆走低至1,200美元水平。
美元兌日圓上周受制110.10阻力後持續遇到回

吐壓力，一度於本周三反覆走低至107.75三周低
位。日本央行周二會議後維持貨幣政策不變，美
元兌日圓進一步延續周初下跌走勢。雖然日本央
行行長黑田東彥認為日圓近期偏弱，對日本經濟
的影響持正面觀點，並表示日圓匯價疲弱有利經
濟，但日經平均指數周三下跌近1.2%，連續兩日
下跌，部分投資者傾向先行回補日圓空倉，帶動
美元兌日圓跌幅曾擴大至107.75。

日央行維持量寬規模
日本財務省公布8月貿赤按年上升12%至8,318
億日圓，出口按年下跌1%，導致8月經常賬盈餘
收窄至2,871億日圓，顯著低於7月的4,167億日
圓盈餘，反映日本出口依然疲弱，未能有助日本
第3季經濟改善，該因素可能是引致日本內閣官
房長官菅義偉周二曾發出弱日圓未有振興出口言
論的原因之一，令美元兌日圓走勢受壓。隨着日
本央行保持每年增加60萬億至70萬億日圓貨幣基
礎規模，再加上菅義偉迅速在周三澄清日本政府
與日本央行就日圓弱勢的觀點是一致之後，不排
除美元兌日圓下調幅度將受到限制，增加短期內
處於107至109水平之間橫行走勢的機會。預料
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09.20水平。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09.2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00美元水平。

避險資金流入
金價反彈受限 由於上次美國加息前，標普500指數波段跌幅8%，同期間台股下跌

24%反應劇烈，加上市場憂慮明年美國提早加息，引發外資加速流竄。

外資9月拋台股21億美元
在9月，資金顯著撤離亞洲主要股市的同時，其中以台股遭外資
超賣超過21億元(美元，下同)最為嚴重，堪稱9月外資超賣的重災
區，導致台股在9月急跌4.97%，在全球股市跌幅榜上排名第9。
台股在外資大超賣下，前周五的收盤更跌破9,000點關卡；進入10

月，為提振台股投資者信心，迫使台灣「金管會」積極護
盤，權重股上周五在「金管會」的「無形之手」護盤下，
外資終於也轉賣為買。
台股上周五已回升1.46%，收9,106點，並收復5天、10
天線，外資淨匯出的速度也趨緩，每天淨匯出僅約1億

元，但美中不足的是交易量仍低，而且外資在期貨
沽空單仍有上萬張，顯示外資仍是影響台股關鍵。

傳「金管會」出招維持信心
由於台灣「金管會」不排除短期會出台包括

放寬信用交易資券互抵額度，將不再列入投資
人融資券限額內等，來維持市場投資信心。在賣
方氣勢已扭轉下，只要每日交易量能放大到900億

元新台幣，台股就有機會上攻130天的半年線。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匯豐台灣股票基金為例，基金主要是透過不少於

三分之二資產，投資於台交所上市的公司證券或公司在台灣有顯著業務
比重的公司證券管理組合，以達致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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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9%、14.14%及
8.91%。基金平均市盈率、近三年的標準差和貝他值為14.24倍、
16.43%及0.8倍。
資產行業比重為33.59% 科技、22.82% 工業、17.76% 金融業、
10.64% 基本原材料、10.19% 消費品、2.91% 電信、1.34% 消費服
務業、及1.07% 石油與天然氣。
基金資產百分比為100.32% 股票及-0.32% 貨幣市場。基金三大資

產比重股票為9.76% 鴻海精密、9.38% 台積電及6.74% 聯發科技。

雖然美國就業數據
強勁，激勵美股上周
五大漲，然而台股本
周一卻觀望氣氛濃
厚，以高盤開出，收
盤小跌，並未能守住
9,100點關卡。不過，
市傳台灣「金管會」
將出台放寬信用交易
資券互抵額度，有利
增強投資者信心，倘
若投資者憧憬政策
面有利台股盤整後
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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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豐台灣股票基金 AD -3.86% 6.85%
恆生台灣指數基金A -4.27% 9.30%
宏利台灣股票基金 AA -4.46% 6.40%
施羅德台灣股票基金 A ACC -4.56% 6.46%
摩根台灣（美元） A股（累計） -6.79% 1.25%
富達台灣基金 A -7.19% 11.63%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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