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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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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終值，預測+0.9%，前值+
0.9%；年率終值，預測+0.1%，前值+0.1%

2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終值，預測+1.0%，前
值+1.0%；年率終值，預測-0.1%，前值-0.1%

2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終值，預測+0.6%，前
值-1.1%；年率終值，預測-0.4%，前值-0.4%

1月對非歐盟地區貿易收支，前值37.96億赤字

1月對全球商品貿易收支，預測97.0億赤字，前值101.5億赤字

1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2%，前值0.0%

2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50.9

第四季產能利用率，預測83.6%，前值83.4%

1月新屋價格指數，預測+0.1%，前值+0.1%

2月進口物價月率，預測+0.2%，前值-2.8%；

2月出口物價月率，預測-0.1%，前值-2.0%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3月5日當周)，前值32.0萬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3月5日當周)，前值30.475萬

一周持續請申領失業金人數(2月28日當周)，前值242.1萬

2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3%，前值-0.8%

2月扣除汽車的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5%，前值-0.9%

1月企業庫存月率，預測+0.1%，前值+0.1%

美元指數大勇 直逼100大關
美元指數周三早盤觸及逾11年來的高位99.50上

方，進一步接近100關口，該水平自2003年4月以
來尚未觸及。至於英鎊兌美元維持承壓，正在探
試着1.50關口；上周五美國公布的非農就業報告
強於預期，市場對美聯儲今年升息的押注增強
後，美元上揚。期權市場價格顯示，對5月7日選
舉及其之後幾周的英鎊波動性，對沖成本呈現跳
漲。另外，民意調查顯示，執政的保守黨和反對
黨工黨的支持率難分伯仲，暗示出現議會僵局的
可能性很大，並將帶來長時間的不確定性。

英鎊或啟新一輪跌浪
走勢所見，英鎊兌美元受阻100天平均線持續回

挫，至本周一低見1.5025的一個月低位，險守着
1.50的心理關口，但距離1月23日的1.4952亦僅是
咫尺之距。英鎊長達六個月的跌勢於1月份止步於
1.4950上方，但若果本周終見失守，則可能將啟動
新一輪下跌行情；同時圖表上亦見10天平均線重

新下破25天平均線形成利淡交叉，預意着英鎊中
短期將迎來弱勢。預估下一級在1.4810及1.47，較
大支持在1.45水平。阻力位則回看1.52及及50天
平均線1.5260水平。
紐元兌美元維持弱勢，新西蘭央行周四將宣布

利率決定。新西蘭總理約翰基(John Key)本周一表
示，低通脹率意味着新西蘭央行可能會在更長時
間內維持利率不變，該央行同時可能會採取其他
辦法來控制過熱的房地產市場。預計新西蘭央行
將在政策聲明中採取中性立場，可能會重申在一
段時間內維持利率不變。
走勢所見，紐元兌美元自1月15日高位0.7890

跌落2月3日最低觸及0.7177，累計跌幅713點
子，黃金比率計算，50%及61.8%的反彈水平為
0.7535 及 0.7620。較近阻力見於 10 天平均線
0.7480。然而，亦要留意RSI及隨機指數維持下
滑，或見短線續有下調壓力，預料支持可參考
0.7170及0.70關口，關鍵看0.68水平。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馮 強金匯 動向 需求俏新能源股基金受捧
紐元上周受制76.10美仙附近阻力後走勢偏弱，先後失
守75及74美仙水平，並且一度於本周三反覆走低至72.30
美仙附近1個多月低位。市場對美元升息預期升溫，布蘭
特及紐約期油雙雙表現偏弱，金價下跌，商品貨幣迅速受
壓，紐元跌幅趨於擴大。新西蘭警方公布恒天然乳品集團
早於去年11月收到恐嚇信，威脅在嬰兒配方奶粉落毒，
市場憂慮消息將打擊新西蘭乳製品出口業，加劇紐元跌
勢。此外，澳元兌紐元交叉匯價上周五企穩1.0360水平
後，本周繼續表現偏強，周二更走高至1.0520附近1個月
高點，對紐元走勢構成負面影響，不利紐元短期表現。

央行料不急於作出降息行動
據新西蘭統計局資料顯示，新西蘭第4季失業率按季攀

升至5.7%，同時第4季消費者物價指數按季下跌0.2%，
反映通脹有下行風險，不過新西蘭第4季工資增長按季卻
有0.5%升幅，而按年更有1.8%增長，顯示工資增長均高
於第4季通脹率，新西蘭央行可能不會急於在本周四政策
會議上作出降息行動，但其會後聲明內容將較有機會不利
紐元。隨着歐元周三下挫至1.0580美元水平近12年來低
位，美元有進一步轉強傾向，預料紐元將反覆走低至
71.00美仙水平。
周二紐約4月期金收報1,160.10美元，較上日下跌6.40
美元。現貨金價近期持續偏弱，本周二曾反覆下跌至
1,155美元附近3個多月低位，雖然周三曾略為反彈至
1,165美元附近，不過受到美元走勢強勁影響，現貨金價
稍後迅速回落至1,157美元附近。除了美元兌各主要貨幣
持續上揚之外，布蘭特原油連續多日下跌，更於周三反覆
下跌至每桶55美元附近1個月低位，反映美元繼續全面轉
強，不利金價走勢。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140美
元水平。

金匯錦囊
紐元：紐元將反覆走低至71.0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140美元水平。

金油受壓紐元下試71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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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能源發展初期，大多依賴政府扶植。然而，近年
來，太陽能和風能正在逐漸改變社會生產和消費能源的方
式，推動行業的發展。據美國的太陽能產業協會發布的最
新報告，美國太陽能在2014年第三季的1,354兆瓦組裝發
電量，按年增長41%，成為有紀錄以來第二大的季度增長
率。
隨着美國家庭對環保潔能需求的關注，太陽能產業協會

的報告顯示，美國住宅的光伏太陽能安裝在2014年第三
季按年增長率更達到58%。截至2014年底，再生能源佔
美國新建置的能源發電容量已幾近一半，而這一半的新

電容量裝置，風能、太陽能就各佔 26.5%與
20.4%。

美清潔能源預算投入增
據悉，本屆美國政府對減碳排放的努力，是

對國內數百座火力發電廠制定二氧化碳
減排目標，即以2005年為基準，在2030
年達到減少排放30%目標。美國總統奧
巴馬在2月2日發表的2016年財政預
算提案，對清潔能源的預算投入將
增加7.2%。
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的估計，太

陽能產能在美國的公用事業發電規模

上，將在2014年底的基礎上，到2016年增加60%；至於風
電行業，雖然美國風電裝機上，2012年至2014年之間只增
加10%，規模遠不及太陽能。不過，EIA認為由於基數
低，以及市場對替代能源的關注，估計風能從2014年底的
基礎上到2016年，增加15萬千瓦，發電量翻兩番。

中央推動環保惹憧憬
另據彭博社的資料顯示，全球在潔淨能源的投資上，雖
然不及2011年的3,180億元，不過，去年的3,100億元投
資，按年仍增長14%，當中風能、太陽能組裝發電量增加
了100億瓦。為試圖解決電力結構問題，相對於全球可潔
淨能源投資的29%增加，中國去年在潔淨能源的投資達到
895億元，按年增長32%。隨着內地環保意識高漲後，未
來勢必對潔淨能源的需求更高，發改委的《國家應對氣候
變化規劃(2014—2020年)》公布，加快推進全國碳交易市
場建設，也為整體替代能源添趨勢增加的憧憬。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強調要打好節能減排
和環境治理攻堅戰，引發市
場對環保潔能需求的關注。
此外，有統計美國的畜牧業
去年因熱浪造成的損失，高
達20億元(美元，下同) 。為
解決全球氣候異常問題，各
國政府正積極推動節能減
碳，促使替代能源成為重要
的政策之一。投資者倘若憧
憬這新能源板塊的發展趨
勢，將有利相關企業股價
的後市動能，不妨留意
布局建倉。

■梁亨

新能源基金回報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領先動力新能源基金 9.32% -10.05%
百達環保能源 P USD 4.28% -12.91%
貝萊德新能源基金 A2 USD 0.51% -7.96%

■責任編輯：黎永毅 2015年3月12日（星期四）

中關村豐台園與英資簽約小米攜浙大校友等
推「眾籌市場」

川分享「一帶一路」紅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成都報道）自國
家公布「一帶一路」戰略後，先後有20個省市
開始進行戰略布局，此戰略更是成為今年全國
兩會代表、委員談論的焦點話題之一。四川作
為「一帶一路」的交匯點，於年初正式啟動了
「一帶一路『251』三年行動計劃」，加強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深度合作。

實施「251」戰略擴貿易規模
四川省商務廳廳長謝開華介紹，「一帶一
路『251』三年行動計劃」，即在「一帶一
路」沿線中，篩選20個四川具有較大產業和
貿易比較優勢的國家，實施重點開拓、深度
開拓；在20個重點國家中，優選50個「雙
向」投資重大項目，實施重點跟蹤、強力促
進；在四川現有近1萬家外經貿企業中，精選
100家與「一帶一路」沿線有較好貿易投資基

礎的重點企業，實施重點引導、形成示範。
通過3年的持續推動，力爭四川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貿易規模由目前的200億美元
擴大到250億美元，雙向投資由13億美元擴
大到18億美元。
有關部門公開的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四川

實現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4,314.7億元人民幣，
其中與「一帶一路」國家雙邊經濟合作貿易額
佔外貿總值的30.6%。「四川與『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有很好合作，為未來發展奠定了良好
基礎。」謝開華表示，當前四川正搶抓「一帶
一路」沿線關鍵通道、關鍵節點和重點工程實
施機遇，重點引導企業利用「兩行一金」（金
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促成
一批境外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的戰略性合
作項目，努力將四川打造成為「一帶一路」戰
略的重要交通樞紐和經濟腹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 浙江報道）記者從2015省外
浙江市場新春座談會上獲悉，小米公司、慧聰網（2280）和
由浙江大學校友組建的浙江厚道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將聯合推
動一個O2O的商業論壇，並推出一種叫眾籌市場的金融產
品。

借助互聯網涉足金融創新
浙江厚道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總裁丁浚哲說，傳統的做法是
開發商把市場買下來，造好後賣給每個經營戶，銷售是通過
做廣告，項目使用自有資金或者從社會集資，或向銀行借。
此次推出的市場眾籌的核心是股權眾籌，讓每個投資者變成
業主、買主或者是宣傳者。這也是國內第一次用O2O的方
式，通過眾籌來改造一個市場。據悉，該金融產品將借助互
聯網，通過眾籌這一方式，結合慧聰網的影響力及其用戶、
小米的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冕、馬琳通訊員陳宇北京報道）
中關村豐台園管委會與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北京豐泰新材
料檢測院近日簽訂諒解備忘錄和保密協議，在石墨烯和二維
材料特性標準檢測與計量方面展開合作，這預示着中國石墨
烯產業化進入新階段。

再度涉足石墨烯產業
據記者了解，這不是豐台園第一次涉足石墨烯產業，2014

年9月豐台園聯合園區企業中倫國際，與英國布魯內爾大學
等國內外數十家知名團隊共同合作，啟動中關村豐台園戰略
性新材料國際合作項目，這也是北京首個以石墨烯為關鍵技
術的國際合作項目。
豐台區副區長、中關村豐台園管委會主任張婕透露，目

前園區20%的企業與新材料相關，石墨資源非常豐富。豐
台園的目標是用一到兩年的時間在石墨烯領域獲得新的技
術突破，三到五年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新材料產業基
地。

■責任編輯：李一凡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前排二位管理層（左起）: 助理總經理黃睿、助理總經理
鍾少權。後排四位部門主管（左起）：私人銀行及財富管
理部譚劍偉、存款部主管龔志明、證券部主管招志文及財
資部主管蕭啟洪。

助力「一帶一路」
中建三局拓海外版圖

陳華元介紹，2014年是中建三局拓展海外版圖
的關鍵年份，去年中建三局海外市場中標額突

破 16 億美元，承接了 2017 年「非洲杯」主會
場——阿爾及利亞七五體育館改擴建及凱悅酒店、
中建三局首個F+EPC項目——斯里蘭卡漢班托塔公
路二標段等12項工程，同時在建項目達12個，創
工程局歷史之最。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雖然只有一年，但以中

國建築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國企業的海外探路之旅早
已開始。陳華元介紹，中國建築在三十多年前已開
始在阿爾及利亞建設項目，在二十多年前就已進入
新加坡市場，並已成為兩國最大的建築承包商。

據了解，自2005年重啟海外業務以來，中建三局
先後承建了也門外交部辦公大樓、巴基斯坦JF-17
飛機製造廠、伊斯蘭堡人馬座大酒店、拉合爾軟件
科技園、貝布托新機場、印尼普瓦卡塔電廠、百通
電廠、吉利普多電廠、巴厘島一期燃煤電廠、柬埔
寨西港燃煤電廠、越南永新電廠、阿聯酋迪拜綠線
地鐵站、阿布扎比國際機場等。2012年，中建三局
以總承包聯營體的方式承建了非洲最高建築物、世
界第三大清真寺、擁有世界最高宣禮塔的阿爾及利
亞大清真寺，合同額約15億美元。不僅如此，為提
高海外市場競爭力，中建三局還成立了首個海外子
公司——中國建築巴基斯坦有限責任公司。

永隆銀行日前假中環總行大堂舉行「悠揚妙韻．樂元
宵」中樂演奏會，是日為人月團圓的元宵佳節，永隆再
度邀請「香港青少年國樂團」為客戶送上應節的悠揚妙
韻。此外，永隆的管理層包括助理總經理黃睿、助理總
經理鍾少權及一眾部門主管亦出席活動，欣賞樂韻之
餘，更向在場的客戶拜年。
此次「悠揚妙韻．樂元宵」中樂演奏會於是日中午12

時舉行，共分兩場，每場45分鐘。由「香港青少年國樂
團」的成員表演，他們以二胡、笛子、琵琶、揚琴、中
阮等中國樂器演奏多首富中國特色的歌曲，並注入了新
的應節曲目，包括:《茉莉花》、《喜迎春》、《喜洋
洋》、《紫竹調》、《歡欣舞曲》、《花好月圓》、
《春郊試馬》、《娛樂昇平》、《彩雲追月》、《花兒
與少年》、《送我一枝玫瑰花》等。當樂團奏起悠揚樂
韻時，大堂頓時變得喜氣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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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一帶一路」成了各代表團在

全體會議和小組討論的熱門議題。全國人大代表、中

國建築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下稱：中建三局）董事

長陳華元表示，東盟、南亞、西亞、北非等幾大經濟

板塊既是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點區域，也是

中建三局主攻的海外市場，「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

和實施，對該局開拓海外事業來說，無疑如虎添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珊珊北京報道

■全國人大
代表、中建
三 局 董 事
長、黨委書
記陳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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