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 (4月7-10日)
日期 國家 香港時間 報告 預測 上次
7 澳洲 9:30AM 2月份零售額 - +0.2%
8 日本 7:50AM 2月份來往帳盈餘(日圓) - 614億
9 德國 3:00PM 2月份工業生產# - +0.6%

3:00PM 2月份貿易盈餘(歐元) - 159億
美國 8:30PM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28.7萬 26.8萬

10 美國 8:30PM 3月份入口物價指數(減除能源) - - 0.3%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 (3月30日-4月3日)
日期 國家 香港時間 報告 結果 上次
30 歐盟 6:00PM 3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103.9 102.3

6:00PM 3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2.9 -4.6 R
6:00PM 3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3.7 -6.7

德國 3:00PM 3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0.3% +0.1%
美國 8:30PM 2月份個人收入 +0.4% +0.4% R

8:30PM 2月份個人開支 +0.1% -0.2%
31 歐盟 6:00PM 2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11.3% 11.4% R

6:00PM 3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0.1% -0.3%
德國 3:00PM 2月份就業人數 +28,000 +41,000

3:00PM 2月份零售銷售# +3.6% +5.3%
美國 9:45PM 3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46.3 45.8

10:00PM 3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101.3 98.8
1 日本 7:50AM 第1季短觀擴散指標 +12 +12

美國 10:00PM 3月份供應管理製造業指數 51.5 52.9
10:00PM 2月份建築開支 -0.1% -1.7% R

2 澳洲 9:30AM 2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澳元) 9.92億 9.91億 R
美國 8:30PM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26.8萬 28.8萬 R

8:30PM 2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美元) 354億 427億 R
10:00PM 2月份工廠訂單 +0.2% -0.7% R

3 美國 8:30PM 3月份失業率 5.5% 5.5%
8:30PM 3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12.6萬 26.4萬 R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B7 文匯財經投資理財/經貿訊息

馮 強金匯 動向 雨量不足 農產品基金有看頭

希臘風險猶存 歐元衝高回落
上周五公布的美國非農數據遜於預期，美國3月就
業崗位增加12.6萬，遠差於市場預估的24.5萬，並
且為2013年12月以來最低增幅，同時使得連續12個
月增逾20萬個工作崗位的勢頭劃下休止符，此為
1994年以來持續最長的時間；此外，1月及2月數據
較前次報告下修6.9萬個工作崗位，令數據更添疲軟
的態勢。而受強勢美元打擊的商品製造部門減少1.3
萬個就業崗位，為2013年7月以來最大降幅。而失業
率持續在六年低位5.5%，平均時薪則較上年同期增加
2.1%，平均時薪被視為研判美聯儲何時升息的重要線
索。數據公布後，美元顯著下滑，歐元兌美元則自數
據公布的1.09下方，升至日內最高1.1026。

希臘周四須還IMF貸款
歐元兌美元本周初僅能衝高回落，未能延續上周

五非農後的漲勢。就整體走勢來看，1.1050再度成
為了上漲的障礙。而希臘危機依然縈繞投資者心
頭，也令本周歐元的前景難以樂觀。比較迫在眉睫
的是，希臘須償還本周四到期的約4.5億歐元IMF貸
款。自去年8月以來希臘一直未獲得救助資金，於是
尋求通過其他舉措來渡過難關，比如從國有實體借
款等。上周希臘提交一份新的改革計劃，以期能促

請金主撥付救助資金，但仍未能與歐盟和IMF就計
劃達成一致。希臘即將耗盡現金，但在政府就一系
列改革措施達成協議之前，由IMF、歐盟執委會和
歐洲央行提供的救助金一直凍結。鑒於第一套改革
計劃未能打動債權人，雅典於上周三向包括歐盟、
歐洲央行和IMF的債權人代表機構提交了更詳細的
清單。自希臘改革提議在上周四遭到其債權人質疑
之後，投資者對希臘問題的擔憂情緒再度升溫。目
前仍無法完全排除歐元區成員國退出歐元區的風
險，這些陷入困境的成員國正面臨無法實現其當前
財政義務的風險。
歐元兌美元在第一季度下滑11%，為1999年歐元

問世以來最大季度跌幅，因歐洲央行啟動量化寬鬆
計劃，同時美聯儲料將在今年開始升息。歐元在3月
中旬觸及12年低點1.0456美元後，近期已經收復了
一些失地，但已見先後多次在1.1050之前受阻回
落，當前關注支撐將直指1.07水平，這將可視為一
組雙頂形態的頸線位置，跌破頸線延伸幅度可看至
1.0350水平。至於較近的下試支持可留意1.06及
1.0550，在3月16日觸及的低位1.0456則為另一參
考。上方阻力見於1.0960及1.10水平，較大阻力尚
會矚目於1.1050水平。

美元兌加元上周早段受制1.2785阻力後
走勢偏弱，先後跌穿1.26及1.25水平，上
周尾段更一度走低至1.24301周低位。加
拿大經濟繼 11月及 12月先後按月下跌
0.2%及上升0.3%之後，加拿大統計局上周
二公布1月份經濟按月下跌0.1%，顯示加
拿大經濟在3個月之內，有兩個月呈現收
縮，是導致美元兌加元上周二升幅擴大的
原因之一。隨着美國3月份新增非農就業
職位僅為12.6萬個，大幅低於2月份的
26.4萬個之外，更是近1年以來的最小增
幅，市場對美國聯儲局的升息時間趨於不
確定，美元迅速受壓，帶動美元兌加元上
周五反覆下跌至1.2430。

油價回升 加元上試1.235
另一方面，加拿大統計局上周四公布2
月份出口值按月掉頭上升0.4%，較1月份
的1.8%跌幅明顯改善，同時2月份貿易逆
差為9.84億加元，較1月份的15億加元逆
差大幅收窄。此外，布蘭特及紐約期油自
本月初開始，再度處於反彈走勢，逐漸對
美元兌加元構成下行壓力，不排除美元兌
加元稍後有機會反覆下試過去兩個月以來
位於1.2350至1.2410之間的主要支持區。

預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2350水平。
周一紐約6月期金收報1,218.60美元，較上日升

17.70美元。美國3月份新增非農就業職位大幅減
少，再加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布截至3月
31日當周，對沖基金及基金經理持有的黃金淨長
倉數量顯著上升44.3%至45,676張，連續8周下跌
後首次回升，現貨金價本周初進一步偏強，反覆
走高至1,224美元7周高位，延續上周反彈走勢。
雖然現貨金價周二略為遇到回吐壓力，一度回落
至1,207美元，但依然能持穩1,200美元之上，將
繼續有助金價的短期表現。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
重上1,22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235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22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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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農產品價格經歷了波動的一年，而美國農業部發表的3月報
告，維持去年9月1日至今年8月31日美國玉米、大豆、小麥產量預
估不變，以及全球穀物產量維持在歷史最高水平。

美加州乾旱惡化須制水
不過供應美國九成番茄、九成半西蘭花、九成九杏仁的加州，持

續四年乾旱，今年更出現惡化。西部內華達山脈在4月1日的積雪
量，降至65年來最低，只有正常的6%。加州多個水塘亦只剩一半

滿。
積雪量劇減嚴重影響整個加州的食水供應，已促使加州
政府作出全州制水的決定。即使加州農戶不受制水影響，
但農戶須提供詳細的旱災管理計劃，包括現有存水量及如
何節約用水。加州食物及農業部長表示，預期農民會移除

需要灌溉的樹木和葡萄園。
而數以千英畝計農田已因政府截斷水塘的水源
而棄耕，今年可能會擴大，農戶警告這可能會令
水果和蔬菜的價格上升。
而北美另一農業大國——加拿大，農業與農

業食品部指大麥供應前景下滑，以及大麥出口預
估增加將使得穀物庫存降至紀錄新低，將加拿大
2015-16年度穀物年末庫存預估下調10萬噸，至

873萬噸，按年下跌21%。

巴西調低大豆產量
至於另一大豆供應國——巴西，農業部下屬的國家商品供應公司

(CONAB)發布月度報告中，由於巴西國內降雨不規則，當中第三號
大豆產區南里奧格蘭德，近期降雨過多，但仍維持1,420萬噸預測的
大豆產量不變。而其他地區降雨過少，CONAB因此將2014/15年度
巴西大豆產量預測數據下調至9,326萬噸，比上月預測的低了132萬
噸，並為連續第二個月調低巴西大豆產量；等等跡象均為農業板塊
基金提供升溫憧憬。

美國中、西、北部
地區乾旱，加上期貨
投資者回補淡倉，上
周三芝加哥玉米、大
豆、小麥期貨價格分
別漲 1.5%、1.6%和
3.4%，觸發 Dax 全
球農業綜合企業指數
上周三、周四兩日急
升1.58%。在美國主
要農作物地區乾旱
持續下，穀物價
格有承接力，相
關農業板塊基金
有看頭。

■梁亨

環球農業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百達農業資源 P USD 0.75% -1.57%
霸菱環球農業基金 A € 0.60% 1.81%
德盛農產品趨勢基金AT € 0.16% 3.24%
DWS 環球神農 FC -0.02% -4.40%
首域全球農業基金 I -1.85% -2.06%
貝萊德世界農業基金 A2 USD -2.42% -0.23%
東方匯理環球農業基金 AU C -05.06% -0.87%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5年4月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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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開國際信用證，
擔保代款，

手續簡單方便，
有意者來人，來電聯繫
100年以上老坑冰種天然翡翠綠色手鐲，
急於用錢痛心轉讓

合肥：探索光伏電站「就近售電」模式 京文創完成首例版權融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合肥報道）
近日，由陽光電源開發建設的安徽省合肥
安得物流7,500千瓦屋頂光伏電站成功併
網發電，開創了太陽能光伏電站「就近售
電」全新運營模式，也為分布式光伏應用
提供了創新示範樣本。 通過相互連接的
電網線路，安得物流有限公司的光伏電站
源源不斷向「鄰居」合肥恩斯克有限公司
供應電能，餘電還可上網獲得收益。

每年節約電費逾30萬元
讓合肥安得物流光伏電站發出的電供應
給合肥恩斯克使用，既提高了光伏電站的
使用效率，又解決了合肥恩斯克的用電問
題，降低了用電成本，一種全新的太陽能

光伏電站運營模式就此誕生。項目依托合
肥安得物流約85,000平方米優質屋頂資源
建設太陽能光伏電站，該電站總裝機容量
達7,500千瓦，每年可發電約750萬度。
目前，陽光電源對光伏電站給予一定的電
價優惠，這一項可以為合肥恩斯克每年節
約電費三、四十萬元。
通過這種方式，即使企業自身用電需求

量不大，也可以通過就近售電獲得可觀的
經濟收益，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企業
建設光伏電站的積極性，推動分布式光伏
電站應用擴大規模。合肥太陽能光伏電站
「就近售電」運營模式的創新，無疑將為
中國電力市場的改革發展提供更多可供借
鑒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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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 合肥報道）據安徽省
發改委消息，經國務院批准，國家發展改革委日
前正式印發《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報送引江濟淮
工程項目建議書的請示》的通知，標誌着安徽引
江濟淮工程項目前期工作取得歷史性重大進展。
根據國務院批准的項目建議書，引江濟淮工程

以城鄉供水和發展江淮航運為主，結合灌溉補
水和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態環境，由引江濟
巢、江淮溝通、江水北送三段組成。引江濟巢段
按Ⅲ級航道標準建設，江淮溝通段按Ⅱ級航道標
準建設。初步擬定多年平均引江水量48.99億立
方米，調入淮河水量26.05億立方米；水運總量
約為10,430萬噸。工程總用地面積為226,377畝
（其中永久徵收土地64,669畝），基準年搬遷
人口63,021人。按2014年第三季度價格水平，
估算工程主體靜態總投資約616.81億元。初擬工
程總工期60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紫晨北京報
道）眾所周知，文化創意產業長期處
於「輕資產、高風險」的融資逆境。
近日，由北京市海淀區文化創意產業
協會舉辦的「文創企業融資租賃金融
服務見面會」在京舉行。會議主要探
討政府如何幫助文創企業解決融資難
題。會上，去年年底在內地完成首例
版權融資的北京華夏樂章文化傳播有
限公司成為討論的焦點。
華夏樂章是一家專注於原創音樂劇

生產、製作、傳播和音樂劇人才培養
的整合經營文化產業公司。去年年
底，華夏樂章與北京市國資委下屬的
北京市文化科技租賃有限公司達成合
作，它的成功融資經驗給業界同行和

相關政府管理部門頗多啟迪。
華夏樂章公司董事長王瑜在研討會

上表示，破解小微文創企業融資難題
的關鍵，是要做好企業的核心業務，
「華夏樂章的商業模式是以音樂劇版權
內容開發為核心展開的」。王瑜表示，
大型原創音樂劇的投資與製作、市場銷
售及版權內容的合作、演出票房是公司
最重要的盈利板塊，目前，這部分收入
佔整個公司收入的70%左右。
在獲得了首筆融資之後，華夏樂章計

劃在2015年新創4部內地原創音樂劇，
其中最令人期待的一部是根據曹雪芹著
作《紅樓夢》改編的同名原創音樂劇《紅
樓夢》。這部劇目的推出，也將填補《紅
樓夢》舞台作品中音樂劇一項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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