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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強金匯 動向 行業穩增長 奢侈品基金宜收集

經濟陷入衰退 日圓持續弱勢
據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上周五公布的數

據，最近一周匯市投機客減持美元淨多頭倉位。11月
11日止當周，美元淨多倉下降至439.9億美元，此前一
周為443.8億美元。這是美元多倉連續第六周觸及至少
400億美元，顯示對美國經濟前景的樂觀信心。
日本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意外連續第二個季

度萎縮，令日本推遲上調消費稅的可能性增加。數據顯
示，日本第三季度實質GDP初值年化季率下降1.6%，
市場預期增長2.1%，前值由下降7.1%下修至下降
7.3%；第三季度實質GDP初值季率下降0.4%，預期為
增長0.5%，前值由下降1.8%修正為下降1.9%；第三季
度名義GDP初值季率下降0.8%，預期增長0.3%，前值
由下降0.2%修正為下降0.1%。

關注本周央行會否再擴量寬
日本第三季度GDP增長不及市場預期，並未回歸正增

長，將可能導致安倍晉三宣布推遲原本定於2015年實施
的第二次上調消費稅計劃，時間料延後18個月，從而為
日本經濟復甦提供一些信心，因第一次上調消費稅已經對
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另外，安倍晉三料將宣布年底前舉行
大選，以期望重新獲得政治及公眾的支持。這兩個關鍵的
決定將成市場焦點。在貨幣政策方面，市場人士亦矚目於

日本央行會否進一步擴大量貨寬鬆規模。
在數據顯示日本經濟重陷衰退之後，日股重挫，收盤

錄得接近3%的跌幅。美元兌日圓則短暫衝試117.04的
七年高位，隨後緩步回落，低見105.40水平。「傳言
買入，事實賣出」為美元回挫的因素之一，而日股下滑
亦誘發日圓的避險買盤。不過，在於政治不確定性，財
赤困局，以及貨幣政策進一步寬鬆的前景，預料日圓中
期走勢依舊看淡。

美元兌日圓下試118/120
圖表走勢分析，美元兌日圓仍然持續強勢走高，縱使

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已處於嚴重超買區域，但未見
出現走勢逆轉的初步訊號。預計美元兌日圓下級阻力可
看至118及120水平，進一步關鍵目標料為2007年6月
高位124.16。至於下方支持則會回看114.40及113.80
為依據，關鍵則預料為112，後市需回破此區，才見美
元有重新回跌的傾向。

澳元上周在85.90美仙獲得較大支持
後迅速重上86美仙水平，並且一度於本
周初反覆走高至87.95美仙兩周高位，
但澳元經過上周顯著反彈，升勢有略為
放緩傾向，澳元周一稍後曾反覆回軟至
87.25美元。日本繼第2季經濟按年下跌
7.1%，日本內閣府周一公布，日本第3
季經濟按年下跌 1.6%，按季下降
0.4%，數據顯示日本經濟連續兩季呈現
收縮，而日本央行在10月31日率先擴
大量化寬鬆措施規模，反映日本央行對
經濟下行的憂慮，日本政府可能傾向推
遲提高銷售稅。隨着日本經濟現階段可
能陷入衰退，日經平均指數周一大跌近
3%，拖累美元兌日圓一度走低至
115.45，帶動澳元兌日圓交叉匯價從
102.35水平反覆回落至101.25，導致澳
元略為受壓。

中國與澳洲本周一就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條款達
成協議，將擴大澳洲農產品出口，往後將有機會
把去年高達1,500億澳元的中澳雙邊貿易規模進
一步提高，有助澳洲央行達成早前一直期望的經
濟再平衡目標。澳洲跟中日韓三國均達成自由貿
易協定之後，將對澳洲整體經濟構成正面影響，
可能限制澳元下行幅度。若果澳洲央行本周二公
布的11月4日會議紀錄一旦沒有過於壓抑澳元匯
價，則預料澳元將反覆重上88.20美仙水平。

避險資金流入 金價上試1200
現貨金價上周五持穩1,146美元水平後大幅反
彈，本周初進一步走高至1,194美元兩周高位，延
續上周反彈走勢。受到日本經濟連續兩季陷入萎
縮，日股急跌，部分避險資金流入金市，再加上美
國聯儲局本周三晚公布10月29日會議紀錄前，部
分投資者傾向先行沽金獲利，有助金價短期表現。
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20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重上88.2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20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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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奢侈品業公司在新興市場銷售表現的確不如以往，其中
以珠寶、酒類及博彩業影響最大，也因而拖累奢侈品板塊股業
績偏弱。

內地客境外人均消費1.46萬元
雖然短線整體奢侈品板塊業績表現，在一眾行業基金中較為
落後，然而據內地奢侈品市場研究機構「財富品質研究
院」發表的報告，隨着出境人數的逐年攀升，內地旅客
開始在全球範圍內釋放消費力，並成為全球旅遊零售市
場的最大買家。
內地旅客的境外人均1,508歐元(約 1.46萬港元)消費
額，為很多歐美國家公民境外購物人均消費額的3至5

倍。報告預計，2014年中國人的奢侈品消費將進
一步轉向境外，港澳地區、歐洲、美國分別佔
30%、22%與21%份額，是內地人海外購買奢侈
品的三大主要地區。

全球奢侈品市場料增長5%
另一奢侈品市場研究機構「Bain & Co」上月

中下旬發表的報告，指今年全球奢侈品市場的目

標將達到2,230億歐元或5%增長，凸顯行業增長雖然慢，但卻
邁入穩定增長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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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的標準差與夏普比率與
貝他值為16.34倍、12.93%及0.55倍。
資產行業比重為75% 非必需消費品、12.4% 必需消費品、
5.9% 健康護理、4.5% 資訊科技及2.2% 其他行業。資產百分
比為97.8% 股票及2.2% 貨幣市場。
資產地區分布為49.9% 北美、18.2% 歐元區除外的歐洲、

17.8% 歐元區及 11.9% 日本。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
5.17% 華特迪士尼公司、4.81% 喜達屋酒店及度假酒店國際集
團及4.77% 豐田汽車。

受到香港「佔中」事件影響
內地遊客在10月國慶長假
期的消費力，加上內地禁奢
令持續，兼且歐元區經濟疲
軟，都遏抑奢侈品市場消費
氣氛，近期包括 Coach、
Burberry、Michael Kors 等
國際品牌公司股價表現明顯
偏弱。然而，投資者若認為
奢侈品板塊只是暫時從
絢爛歸於平淡，而消
費者購買力不斷上
升，對奢侈品需求不
衰，可趁近期調整吸納
相關基金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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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1.49%
百達精選品牌 P USD -0.37% -8.14%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4年11月18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婷 香港報道）滇
港投資合作座談會11月14日在香港舉行，來
自雲南省招商合作局，以及德意志銀行、恒
興業集團有限公司、雄牛資本有限公司等企
業的代表參加會議，就雲南和香港的投資合
作及經濟發展展開商談。
雲南省招商合作局辦公室主任鄒軒婷介
紹，從1984年至今，港資進入雲南投資累
計達 65億元，佔雲南省引進外資比例的
85%，是雲南外資最大來源地。從1998年
開始，雲南省政府一直有團隊赴港開展招
商活動。希望有更多的港資企業走進雲
南，感受雲南的好，雲南的美，雲南的神
奇。

恒興業計劃與昆明鋼鐵合作
對於雲南的投資，港資企業家

表現出濃厚興趣。恒興業集團有
限公司董事長趙曾學韞表示，剛
從昆明回來，準備和昆明鋼鐵合
作投資一個45億元的項目。
近年來，生物產業成為雲南產

業發展的亮點和企業投資的熱
點。對此，雄牛資本有限公司主營合夥人黃
灌球認為，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國人生
活水平的提高，未來幾年，食品的安全和來
源比什麼都重要，這為雲南帶來機遇。雲南
需要保護好生態環境，繼續將花卉、蔬菜、

菌類等產業做大做強。
在香港期間，雲南省招商合作局還對香港

投資推廣署、香港貿發局、香港中華總商
會、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香港文匯報等政
府部門和機構進行了參觀和考察。

中廣核攜「華龍一號」亮相高交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珍 深圳報

道）在第十六屆高交會上，中國廣核集
團攜中國自主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
號」、「和睦系統」（FirmSys）和
ACPR系列小型堆等重大科研成果亮相高
交會，這是中廣核集團連續五年參會。
據介紹，「十二五」以來，圍繞提升

核安全和自主化能力、創核電運營和工
程建設一流業績、實現通過科技創新引
領企業發展的總目標，中廣核積極實施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研發出了一批對核
電產業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成果。其
中，我國自主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
號」在高交會現場備受矚目。

「華龍一號」是由中廣核和中核集團
在充分借鑒國際三代核電技術先進理
念，採用國際最高安全標準聯合研發設
計的三代核電機型，安全等各項性能指
標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具備完全自主
知識產權。經過國家能源局、國家核安
全局牽頭組織我國43位院士和專家組成
的專家組對其技術進行全面評審，認為
華龍一號」成熟性、安全性和經濟性可
滿足三代核電技術要求，是目前國內可
以自主出口的核電機型。目前，「華龍
一號」已完成初步設計，具備項目落地
條件，後續將根據國家部署進行項目建
設。

■11月14日下午，滇港投資合作座談會在香港舉行。
倪婷 攝

滇港企業共商投資合作滇港企業共商投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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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1%。前值0.0%

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1.3%。前值+1.2%

10月零售物價指數(RPI)月率。預測+0.1%。前值+0.2%

10月零售物價指數(RPI)年率。預測+2.3%。前值+2.3%

10月扣除抵押貸款的零售物價指數(RPI)月率。預測0.0%。前值+0.2%

10月扣除抵押貸款的零售物價指數(RPI)年率。預測+2.3%。前值+2.3%

10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投入物價月率。預測-1.6%。前值-0.6%

10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投入物價年率。預測-8.3%。前值-7.4%

10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產出物價月率。預測-0.2%。前值-0.1%

10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產出物價年率。預測-0.2%。前值-0.4%

10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核心產出物價月率。預測0.0%。前值-0.1%

10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核心產出物價年率。預測+0.8%。前值+0.8%

11月經濟景氣判斷指數。預測+0.5。前值-3.6

11月經濟景氣現況指數。預測+1.8。前值+3.2

10月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1%。前值-0.1%

10月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率。預測+1.3%。前值+1.6%

10月核心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1%。前值0.0%

10月核心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率。預測+1.5%。前值+1.6%

全美住宅建築商協會(NAHB)11月房屋市場指數。預測55。前值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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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 GROUP TV集
團總裁黃賀蘭(左二) 獲頒
MEDIAZONE GROUP 最
值得信賴的有線、電視及
無線網絡內容解決方案供
應商。

■責任編輯：馮雪婷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由即日起至2014 年11 月29 日( 「推廣期」) ， 中國
建設銀行( 亞洲)[ 建行( 亞洲)] 的新客戶，新客戶必須於
過往12 個月內未曾在建行( 亞洲)以個人或聯名形式持有
任何賬戶或任何銀行產品或服務(不包括信用卡)，並於指
定存款期內維持指定平均結存，可獲贈「亞洲萬里通」
里數獎賞或現金獎賞，每個指定儲蓄戶口最多可獲享
180,000「亞洲萬里通」里數獎賞或相應的現金獎賞（人
民幣儲蓄戶口最高現金獎賞為12,000 人民幣；美元儲蓄
戶口為1,350 美元；港幣儲蓄戶口為12,000 港元），輕鬆透過儲蓄讓夢想假期啟
航。
新客戶於指定存款期內，其指定戶口之平均結存達一定金額，便可獲賞相應的
「亞洲萬里通」里數或現金獎賞。

工業貿易署署長麥靖宇任午宴主禮嘉賓，其他出席嘉賓包括中聯辦
協調部處長徐小林、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劉展灝和副主席鄭文聰、

香港設計中心行政總裁利德裕等。

嚴志明當選為新任會長
工業貿易署署長麥靖宇致辭時讚揚協會致力凝聚業界力量，培育人

才，提升香港工業的競爭力，在升級轉型的過程中擔當重要的角色，
為香港的工業開展新一頁。而協會會員除了促進工業發展外，亦積極
參與公益事務，建樹良多。麥署長又表示，雖然香港工業現時面對不
少挑戰，但政府致力締造有利營商的環境，向企業提供多方面的支
援，他鼓勵業界善用各項支援措施，進一步發展業務。
新任會長嚴志明致辭時表示，當選會長深感榮幸。他承諾，今後必

定以各位前會長為榜樣，盡心盡力服務協會，與新一屆執委竭盡所能
做好各項工作，團結會員，加強與社會各界的聯繫，繼續帶領協會邁
步向前，推動香港工業向前發展。此外，嚴志明指出，協會的名字由
「香港」、「青年」、「工業家」組成，他亦會以此作為本年度的工

作重點，致力為香港的工業及香港的整體發展出謀獻策、培育工業界
生力軍，以及團結業界，共同提升設計及科技對工業的重要性，鼓勵
工業增值，一起為香港工業締造更美好的將來。

午宴賀劉展灝榮獲銀紫荊星章
協會卸任會長陳偉文回顧時指，協會過去一年在榮譽顧問、榮譽會

長、執委、會員和友好機構的鼎力支持下，順利舉辦多項涉及各個範疇
的大型活動，包括與政府官員交流、政改諮詢會、韓國考察團、教育培
訓計劃等，最終贏得協會內外的肯定，成功提升協會的形象和地位。他
相信，在新會長嚴志明的帶領下，執委會成員定能繼續推動香港工業穩
步發展。基金會會長顏吳餘英則表示，未來一年，基金會會繼續贊助及
支持與工業相關的推廣工作，並鼓勵更多年輕人加入工業。
此外，協會亦於午宴上祝賀榮譽會長劉展灝榮獲銀紫荊星章。劉展

灝在分享感受時表示，由1994年加入協會至今，一直獲得大家的支
持，他很高興獲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對他在工業和社會方面的工作
予以肯定。他會繼續為香港工業發展作出貢獻、服務社會。

成立25年的PROMO GROUP TV集團獲得香港
最有價值公司獎項——最值得信賴的有線、電視及無
線網絡內容解決方案供應商。
獎項由MEDIAZONE GROUP公司集團頒發，編
輯評審委員會一致認定，是次評審以值得信賴且有誠
信為主題(即在國內外最值得信賴的品牌)，PROMO
GROUP TV被邀請參選，且被甄選為得獎者，實至
名歸，基於該公司已成立25年之久，所獲取的資格
認可和質量認證，創辦以來雋譽嘉績，邁向的新里
程，都對客戶有着重大的貢獻。在發展中的亞洲電視
業多年來已為專業領域上的認可權威。
PROMO GROUP TV集團總裁黃賀蘭表示：「公
司能獲得這個獎項，有着重大的意義，全體員工都很
興奮和高興，這份鼓勵和認同，公司將竭盡所能，全
力以赴，為電視業界未來發展作出貢獻，以回饋社
會。」

PROMO GROUP TV 專業地位獲市場認可

建行(亞洲) 新客戶開戶可賺取里數

■會長嚴志明與新一屆執行委員會成員、主禮嘉賓工業貿易署署長麥靖宇(前左
六)和中聯辦協調部處長徐小林(前右六)合照。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

會日前假朗豪酒店舉

行2014年周年大會暨

祝賀授勳午宴，選出

新一屆協會執委會成

員。嚴志明當選為協

會會長、張華強當選

為常務副會長。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隆重舉行2014年周年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