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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推署﹕長和遷冊無損港魅力

賈沛年在研討會現場表示，香港在資金流通、市場
開放、法制健全、低稅率等多方面表現出的優

勢，營造了優越的營商環境，「是內地企業『走出去』
的最佳平台」。投資推廣署設立了專業服務小組，為赴
港企業提供一對一的免費諮詢服務，包括協助申請行業
牌照、介紹可靠中介機構等。2014年武漢重冶機械成套
設備集團有限公司，就經由香港投資推廣署服務成功在
港開設業務。

外匯資本進出香港屬正常
賈沛年指，2014年下半年以來，長和系遷冊開曼群
島以及香港違法「佔中」事件均受到內地關注，但並沒
有影響內地企業進駐香港的熱情。「這些事件對已經在
港設點建成公司的企業來說可能有些影響。不過從數據
上看，去年投資推廣署正在幫助和已經幫助的企業，不
論是其他國家還是中國內地企業，數量均在上升。」
他同時指出，國際企業在香港外匯的流入流出是很正

常的。「一家企業這樣的行為，不會對整個香港的營商
環境造成影響。」

內企赴港投資10年增13倍
香港投資推廣署為有意「走出去」的內地企業服務，
在北京、廣州、上海、成都以及武漢均有派駐小組。香
港是湖北利用外資最大來源地，截至2013年，港商在
鄂累積投資項目7,138個；累積合同港資244億美元，
佔湖北省利用外資比例54.70%。

香港是內地企業主要的融資中心，統計顯示截至
2014年香港擁有共超過7,585家海外及中國內地企業，
比上年增長1.8%，其中內地企業在港公司共有957家。
內地赴港投資企業數量年年遞增，2013年內地赴港投資
企業數量達到2,264家，是2004年的14倍。截至去年5
月，在港上市的湖北企業有6家，市值超過518億港
元。到去年6月，湖北省在港設立企業共80家，僅2014
年上半年，鄂企在港投資新設企業就達15家，協議總
投資額達3.1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芯 武漢報道）香

港投資推廣署署長賈沛年早前出席在武漢舉

辦的「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投資推

廣研討會。賈沛年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指

出，統計顯示截至 2014 年香港擁有超過

7,585 家海外及內地企業，比上年增長

1.8%，其中內地企業在港公司共有957家，

長和系遷冊開曼群島以及「佔中」事件對香

港營商環境不會造成影響。

魯沿海外貿貨運量2月升1.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宇軒、通訊員 馬

桂山 山東報道）素有航運風向標之稱的波羅
的海綜合運價指數（BDI指數）2月跌至歷史
最低的509點，中國出口集裝箱運價指數及沿
海散貨運價指數亦處於低位。山東海事局早
前公布，山東2月沿海外貿貨物運量達4,491
萬噸，同比增長1.2%，環比減少7.6%，佔貨
物進出港總量的66.5%，比重達到一年來單月
最大，高於2014年平均值5.5個百分點。

集裝箱增幅達21.6%
山東海事局統計顯示，2月山東沿海貨物進

出港總量6,756萬噸，同比增長9.7%，環比減
少13.8%。四大貨種金屬礦石、集裝箱、煤
炭、石油天然氣及製品分別為2,835萬噸、
100萬標準箱、601萬噸和1,185萬噸，與去年
同期相比均有所增長，其中集裝箱增幅最
大，達到21.6%；環比上月均下降，除石油天
然氣及製品降幅較小外，其餘3種降幅均超
10%，降幅最大的集裝箱達14.6%。船載危險
貨物中，散裝油類貨物達1,256萬噸，同比基
本持平，環比增長8.2%。完成水上旅客運輸
61.7萬人次（日均約2萬人次），同比減少
25.2%，環比增長15.4%。

■■賈沛年在會上致賈沛年在會上致
辭辭。。 本報武漢傳真本報武漢傳真

■■山東山東22月沿海貨物進出港總量月沿海貨物進出港總量
達達66,,756756萬噸萬噸。。 本報山東傳真本報山東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榮娣 河北報
道）新環保法實施後，河北「利劍斬污」。
該省環保廳早前與公安廳聯合開展兩次「零
點行動」，前後共抽查51家污水處理廠，
並對灤平縣德龍污水處理有限責任公司、泊
頭市污水處理廠等6家仍超標排放企業啟動
了按日計罰程序。

添置遠程自動抽查系統
河北省環保廳相關負責人指出，該廳不

斷創新科技執法手段，加強對城鎮污水處理
廠的執法檢查，累積投資1,050萬元人民
幣，去年年底前在該省210家污水處理廠建
設安裝遠程自動執法抽查系統，不定時隨機
抽查，嚴厲查處超標排放、偷偷排放和自動
監控數據弄虛作假等違法行為。
今年1月1日至3月1日，該省環保部門
12369環保熱線共受理2,588件環境信訪事
項，其中縣級受理1,345件。兩次「2015利
劍斬污」專項行動中，共立案偵辦157起，
破獲111起，移送起訴96起，抓獲環境犯
罪嫌疑人258人，查處環境違法治安案件
343起，處理環境違法犯罪人員423人。與
此同時，河北省環保廳鐵腕執法打出組合

拳，就沙河市玻璃行業全部47家企業、90條生產線
污染問題開展專項督查，對該省254家製藥企業排
放進行重點督查，在華北製藥集團開展了企業環境
自律體系示範試點工作，多措並舉加強環保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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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牡丹文化節4月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月展 洛陽報道）第33屆
中國洛陽牡丹文化節動員會公布，2015年洛陽牡丹
文化節將於4月5日開幕，持續至5月5日，圍繞市
場化和產業化理念，建設「永不落幕的牡丹文化
節」，亦形成「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文化節會品
牌」。
洛陽市副市長魏險峰表示，本屆牡丹文化節的總體

方案已經形成，按照「牡丹為媒，文化為魂」的辦會
理念，凸顯辦節為民，共策劃牡丹遊園賞花系列活
動、世界國花攝影作品展、牡丹歌曲大家唱電視大獎
賽、中國夢圓．牡丹瓷盛世花籃形象展示、第25屆
河洛文化民俗廟會、陳奕迅「LIFE」演唱會洛陽站
等11項主體活動和20餘項專項活動，配套安排6大
提升工程。其中，牡丹文化節開幕式將於4月10日晚
上展開。本屆開幕式將融入絲綢之路理念，屆時將向
觀眾呈現出一部《花開絲路》的原創情景劇。
作為古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洛陽市，今年牡丹文

化節首次採取市場化運作，擬投入1.5億元人民幣建
設絲路非遺嘉年華博覽園，以非遺博覽園的形式探
索絲路文化和經貿發展，該項目將於2015年4月牡
丹節開幕之際正式開園迎客。

馮 強金匯 動向 歐元大貶值 奢侈品基金受捧

歐元跌破區間 重陷疲勢

上周五美元指數觸及2003年4月以來最高100.39。前
一周公布的2月就業報告強於預期，提振了美聯儲最快
將於6月升息的預期。倘若美聯儲主席耶倫在聲明中放
棄對升息「保持耐心」的措辭，美元則可能進一步上
揚。

近6成交易商料美9月加息
根據路透調查，許多分析師把耶倫刪除這一措辭作

為 6月開始升息的前兆。但根據CME Group Fed-
Watch的數據，美聯儲基金期貨合約顯示，期貨交易
商仍預計聯儲將在9月開始升息，認為6月升息的機率
僅有19%，而9月升息的機率則高達58%。

希臘疑慮續拖累歐元
歐洲央行實施量化寬鬆計劃，與美聯儲今年稍後將升

息的前景形成對比，增加美元的收益優勢。另外，有關
希臘的疑慮亦持續拖累着歐元走勢，歐元兌美元上周跌
至1.0480的12年新低。歐盟執委會主席賈克上周五在
同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會晤時表示，希臘和債權人之間就
債務問題舉行的談判缺乏進展，並表示將「提議」克服
分歧。歐盟執委會警告，如果希臘必須放棄歐元，將是
個「大災難」，而執委會主席賈克則敦促歐盟政府團結
一致，因希臘難以取得更多的信貸。希臘政府發言人
Gabriel Sakellaridis周五表示，如果債權人要求額外的

撙節舉措以換取金援，齊普拉斯將會舉行公投。

倘1.05美元失守跌勢加快
圖表走勢分析，歐元兌美元在過去七個交易日跌近

700點，已令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陷入嚴重超賣區
域，若本周仍可勉強守穩1.05水平，預示着歐元在短
期有喘穩跡象。估計當前首個挑戰阻力為1.0650及
1.08水平，下一級則會看至10天平均線1.0850及1.10
關口。然而，若果1.05水平終呈顯著失守，則料會引
發新一波跌勢，尤其在此區下方附近水平或設有重重
止損盤，可能將觸發更為激烈的下滑。較大支持可看
至1.0210以及1.00的心理關口。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澳元上周初受制77.40美仙附近阻力後，
走勢進一步趨於偏弱，先後跌穿77.00及
76.00美仙水平，並且一度於上周三反覆走
低至75.60美仙附近5年多低位。美國上周
四公布的2月份零售銷售表現不振，連續3
個月下跌，引致澳元上周四曾短暫重上77
美仙水平，不過部分投資者現階段仍傾向
逢高沽出澳元，限制澳元反彈幅度，而澳
元未能持穩77美仙水平後，本周初大部分
時間窄幅活動於76.10至76.60美仙之間。

經濟弱 央行料寬鬆政策
澳洲統計局上周公布2月份新增1.56萬
個就業職位，失業率稍為回落至6.3%，不
過1月份的就業數據卻向下修訂至減少4.41
萬個就業職位，大幅高於早前公布的1.22
萬個跌幅，反映澳洲1月份就業數據較預
期為弱。此外，澳洲失業率自去年5月攀
升至5.9%，高於4月的5.8%之後，往後失
業率一直高處於6%至6.4%之間，顯示礦

產業高峰期過後，澳洲就業市場持續沒有太大改
善，其他行業的增長幅度，暫時依然不足以促使
澳洲經濟再平衡，是導致澳洲去年下半年經濟成
長明顯遜於上半年的原因之一，將增加澳洲央行
進一步寬鬆其貨幣政策的機會，不利澳元表現。
預料澳元將反覆走低至75.00美仙水平。

基金續減持 金價反彈受限
現貨金價上周五在1,151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
後，本周初曾一度反彈至1,163美元附近，不過部
分投資者認為美國聯儲局本周三會議後公布的聲
明內容，可能暗示有升息傾向，將繼續限制金價
反彈升幅，導致現貨金價本周初大部分時間處於
1,153至1,163美元之間的活動範圍。美元走勢趨
勁，再加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布的資料
顯示基金連續6周減持黃金長倉，不排除金價有進
一步下行空間，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140
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走低至75.0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14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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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奢侈品業的銷售大部分來自於歐元區以外的市場，去
年美元獨強、歐元持續疲弱， Ferragamo、TOD's等奢侈品
公司在第4季旺銷，拉動世界奢侈品指數第4季有超過6%漲
幅，佔指數全年漲幅的37%。
LVMH集團早前宣布，去年第4季度銷售總額超過市場預
期的10%增長；Luxottica Group最新公布每股盈利亦優於
市場預期，吸引投資者增持奢侈品股份，世界奢侈品指數
今年兩個多月的漲幅，已相當於去年全年指數逾七成升
幅。
歐洲央行本月9日起每月買債600億歐元，為低迷的歐洲

經濟帶來暖流。與此同時，歐央行量寬將促使歐元
匯率維持弱勢，對歐洲的奢侈品業也是正面消息。

奢侈品股估值低於海嘯前水平
目前奢侈品股估值仍低於金融海嘯前水平，有

統計歐元每貶值10%，珠寶、皮革、鐘錶等奢侈
品業的經營收入可望增加5至9個百分點。歐元貶
值，讓歐洲奢侈品業從匯兌上獲得的收益，將陸續

反映在相關企業的季度財報表現上，並為相關企業股價提供
上升動能。
此外，以家庭可支配收入30萬元（美元，下同）計算，

包括美國、德國、日本、法國、中國市場在2012年就有800
萬個，撐起奢侈品主要總銷售額的70%，隨着時間的推移，
世界上最富有的消費者數量正在增加，對整體的奢侈品業來
說是有正面助益。

全球奢侈品業年複合增長3.4%
美國市場研究公司估計，全球奢侈品市場由2014年起至
2020年，將有3.4%的年複合增長率，奢侈品消費總額由
2013年的2,961億元，將增至2020年底的3,748億元。加上
越來越多奢侈品業通過數字媒體平台、旅遊零售等創新的營
銷手法和活動，對奢侈品市場增添增長動力。

歐洲央行去年推出量寬及
歐元不斷貶值刺激下，歐洲
部分知名品牌第4季銷售優
於預期，帶動奢侈品公司股
價擺脫頹勢，今年僅兩個
多月世界奢侈品指數就急
升了12.25%。投資者若
看好歐央行3月起啟動逾
萬億歐元買債量寬，
續有利奢侈品行業
發展，可留意吸納
相關基金建倉。

■梁亨

奢侈品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東方匯理優越生活基金 AU C 7.76% 12.54%
百達精選品牌 P USD 1.94% -3.53%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18:00

20:30

德國

歐元區

美國

加拿大

ZEW3月經濟景氣判斷指數。預測+58.7。前值+53.0

ZEW3月經濟景氣現況指數。預測+51.0。前值+45.5

第四季就業人口季率。前值+0.2%

第四季就業人口年率。前值+0.6%

2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終值。預測+0.6%。前
值-1.6%

2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終值。預測-0.3%。前
值-0.3%

2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終
值。預測+0.5%。前值-1.6%

2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終
值。預測+0.6%。前值+0.6%

2月房屋開工年率。預測105.0萬戶。前值106.5萬戶

2月建築許可年率。預測106.5萬戶。前值106.0萬戶

1月製造業銷售月率。預測-1.2%。前值+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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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法蘭克福歐洲中央銀德國法蘭克福歐洲中央銀
行門外的歐元標誌行門外的歐元標誌。。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