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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泰冀建首席商旅文綜合體 雲
南
木
本
油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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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芮田甜 雲南報道）
在早前舉辦的「特色雲系列之健康雲油」新
聞發布會上，雲南省林業廳副廳長冷華表
示，雲南省木本油料產值達248億元（人民
幣，下同）。其中澳洲堅果與核桃種植面
積、產量、產值均居中國第一。「雲南核桃
年產量77萬噸、年產值239億元居中國之
首，雲南木本油料產業初具規模，成為中國
舉足輕重的木本油料基地。」

成新興支柱產業
雲南省林業廳統計，截至2014年，雲南木

本油料種植面積達到4,700萬畝、產量83萬
噸、產值248億元。其中核桃面積4,100萬
畝、產量77萬噸、產值239億元；澳洲堅果
面積110萬畝、產量0.8萬噸、產值2.8億元；
油茶面積350萬畝、產量2.5萬噸、產值2.2億
元。核桃、油茶、澳洲堅果成為雲南山區群
眾的「搖錢樹」，成為楚雄、文山、普洱、
大理、臨滄等主產區的新興支柱產業和農民
增收致富的重要來源。
截至2014年底，雲南認定核桃良種84個、

澳洲堅果良種11個、油茶良種47個、油橄欖
8個，木本油料良種使用率達到90%以上。騰
衝紅花油茶油、賓川拉烏核桃、漾濞核桃、
大姚核桃、昌寧核桃等7種木本油料產品獲得

地理標誌認證。冷華介紹，今後雲南將繼續加大木本
油料產業建設扶持力度，推進專業合作組織建設，扶
持龍頭企業開展精深加工，打響「雲油」品牌，力爭
到2020年木本油料產業綜合產值超過1,000億元，把
木本油料建成雲南的新興支柱產業。

跨境電商東莞建產業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東莞（首
屆）跨境電商營銷峰會早前在松山湖舉行，來自俄羅
斯、南美和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4個電商平台包括
拉美B2C電商平台Mercantil、東南亞最大的在線B2C
購物平台 Lazada、俄羅斯最大的網上交易平台
Molotok以及往來雲商與企業深入對接。此外，這些
跨境電商企業將與東莞共建經貿產業園，共拓「一帶
一路」新機遇。東南亞、拉美等新興國家市場對「東
莞製造」需求逐年遞增。本次跨境電商營銷會上，與
東莞合作的4家跨境電商來自新興國家市場。
此外，東莞正在探索在非洲、拉美、東南亞、中亞

等地區建立「產品展銷中心」和經貿合作產業園，並
計劃逐步將之塑造成為集採購、展示、配送、中轉等
功能為一體的綜合基地，為東莞企業開拓新興市場提
供更大的平台。松山湖電商協會表示，該協會近日將
在迪拜建設一個品牌展貿中心，為東莞企業搭建跨境
「橋樑」，這一展貿中心將帶領企業走出去，提供物
流、金融、科技支撐等全方位的服務，這站試點成功
後將複製到「一帶一路」其他沿線國家。

嘉峪關科技主題公園月底開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實習記者 李娣娣 蘭州報

道）中國西北地區規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主題公園
─嘉峪關方特歡樂世界將於4月28日正式開園，屆時，
融合絲路文化、邊塞文化與現代高科技的飛越極限、石榴
樹的傳說、海螺灣、絲路之旅、中華航天城、「熊出沒」
歷險、魔法城堡等遊樂項目將為古老的絲綢之路旅遊注入
現代科技創意活力。

完全自主研發建設
公園投資方深圳華強文化科技集團副總裁劉永生表示，

佔地66萬平米，總投資約22億元人民幣的嘉峪關方特歡
樂世界是一座充分體現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全天候文化科技
主題公園。該大型第四代主題公園完全由中國人自己設
計、研發、建設、管理，具自主知識產權，達國際一流水
平。
在公園裡，「絲路之旅」運用高科技建設的荒漠沙海、

古城遺址、寒冰石窟、烈焰山洪等古代西域的神奇場景，
帶來絲綢古道、大漠孤煙的雄壯與奇幻體驗。「石榴樹的
傳說」取材於張騫出使西域的故事，利用幻影成像，真人
表演結合光影魔術，帶觀眾品味古城悠久的文化歷史。模
擬發射基地塑造的「中華航天城」以科技為主題，巨大球
幕模擬現代化航天技術，遊客乘坐「太空飛船」，躲避迎
面呼嘯而來的亂石，穿越神秘時空隧道、體驗太空高速飛
行。
此外，還有高空飛翔體驗項目「飛越極限」、以魔法學

習為故事背景的大型體驗項目「魔法城堡」、以海洋生態
為主題的盛大海底嘉年華表演「海螺灣」、亞洲僅有的巨
型迴旋式過山車「火流星」，以及大擺錘、波浪翻滾、海
盜船、太空飛梭、空中飛舞等十幾項經典的驚險刺激機動
遊戲。還有全國首家《熊出沒劇場》落戶嘉峪關，還原了
動畫經典場景。首趟由蘭州開往嘉峪關南站的「嘉峪關方
特號」動車，亦將於4月30日從蘭州站發出。

邯鄲市串城街項目地處城市核心，位於叢台公園西
側，規劃總建築面積60餘萬平米，將建成別具

戰漢文化和古越文化特色的商業地產項目，提供集文
化、旅遊、餐飲、娛樂、休閒、購物於一體的全方
位、多功能休閒生活體驗。

簽約發展串城街項目
該項目的建成將進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品味，改變城
市商業格局，以獨特的風範和形象，成為輻射華北乃
至全國的歷史文化風貌街區。楊龍飛表示：「勒泰集
團將依托強大的資本背景和國際專業團隊經驗，充分
傳承邯鄲歷史文脈，結合時代特徵和地域特色，融合

歷史文化和現代文明，將串城街建設成為足以載入史
冊的地標項目。」
在簽約會上，雙方就擬發展的串城街項目深入洽

談。邯鄲市叢台區委書記穆偉利表示，勒泰商業地產
擁有強大的地域優勢，在商業地產投資和引領世界知
名品牌等方面均實力雄厚。希望勒泰集團能夠投資邯
鄲，為邯鄲城市商業經濟注入新活力。

擬建設瀋陽勒泰中心
此外，該集團副總裁袁棟表示，勒泰現正在東北亞
展開全球化佈局。楊龍飛與瀋陽市市長潘利國早前在

集團上市公司香港總部舉行會談，雙方就擬發展的瀋
陽勒泰中心項目深入探討與交流。瀋陽作為中國東北
地區最大的中心城市，在當前國家實施振興東北戰略
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時，瀋陽在民生工程和社會事業
發展上，竭誠盡力惠民生，人民生活不斷改善，這正
與勒泰集團「攜手世界商業，改變城市生活」的理念
不謀而合。
瀋陽勒泰中心項目地塊位於皇姑區三台子，擬投資

40億元人民幣，融匯五星級酒店、國際商業旗艦店集
群、高級餐飲、娛樂會所，以及5A寫字樓、酒店式公
寓等為一體，建設37萬平米的一站式城市生活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河北報道）勒

泰商業地產有限公司（0112）日前與河北邯

鄲市叢台區就投資興建串城街文化旅遊步行

街項目正式簽署合作意向書，將建設邯鄲首

席商旅文綜合體，標誌着勒泰品牌在全球化

戰略佈局、深耕中國城市發展進程中又邁出

堅實一步。中國勒泰商業地產集團董事局主

席、勒泰商業地產主席兼行政總裁楊龍飛，

以及李國祥、郭妮婭、郭運章、袁棟、賈世

華等集團高層領導出席本次簽約儀式。
■邯鄲項目簽約現場。 本報河北傳真

■嘉峪關方特歡樂世界入口。 本報蘭州傳真

馮 強金匯 動向 經濟改善 歐股「驚喜」行情可期

金價破底 初現回吐風險
倫敦黃金上周走勢反覆，周初未能上攻1,210水平，

多日未能攻克，周中開始承壓滑落，至周五紐約時段金
價更跌破1,180美元關口。此前公佈數據顯示，美國4
月耐用品訂單環比增長4.0%，遠遠高出市場預期的
0.6%，但扣除運輸和扣除飛機非國防資本均下降，雙雙
不及預期。由於本次公布的美國耐用品訂單數據好壞不
一，未能對美元構成支撐作用。雖然歐元、日圓等主要
貨幣維持走高，美元指數更下跌至97關口下方，但金
價卻背道而馳，在耐用品數據公佈後，開始出現較顯著
跌幅，並下破近期1,180至1,210的波動區間。

美議息及希債危機惹關注
市場焦點目前將轉向本周舉行的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

(FED)政策會議，交易商將從中尋找升息時機的更明確
線索。近期疲軟的美國經濟數據動搖了市場對美聯儲將
在9月加息的預期，即將於本周公布的美聯儲決議或會
進一步闡述美聯儲對經濟資料的態度，以從中尋找美聯
儲何時開始加息。此外，市場還關注希臘債務危機的發
展。歐元區和希臘官員表示，希臘可以湊齊足夠的現

金，履行6月之前的償債義務，在希臘和債權人達成協
議以獲得更多援助資金的希望減弱之際，這緩解了希臘
可能即將違約的擔憂。
金價在4月14日低見至1,183水平，而在上周四低位

亦曾碰及此區，之後見呈現了一段反彈至1,190水平；
在本月持續橫盤整固的格局下，目前1,183及1,180均為
失守的情況下，若本周金價仍持於此區下方，或見金價
打破僵局，展開更深幅的回檔行情。預估下探支持可至
1,168及1,150水平，進一步則看至1,142水平。另一方
面，上方阻力則會見於25天平均線1,198及 1,207水
平。至於區間頂部仍會關注上周未可作出突破的1,210
水平。
倫敦白銀方面，上周銀價延續過去兩周的跌勢，至

周五低見至15.56美元的一個月低位。預計100天平均
線16.53美元將為重要分界線，銀價上周逼近此區但
連日未可突破，倘若後市可進而突破，估計上試目標
料可看至16.40及200天平均線17.33水平。至於下方
支持估計在15.70及15.50水平，較大支持將指向15美
元。

美元兌加元上周二受制1.2305附近阻力後走勢偏
軟，輕易失守1.22水平，上周五曾向下逼近1.2100
附近1周低位。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二公布2月份批發
銷售值按月下跌0.4%，連續兩個月下跌，更是去年
9月以來最低銷售值，不過美元兌加元其後反而掉
頭下跌，主要是美國3月份新屋銷售急跌，同時美
國4月份製造業放緩，導致美元兌各主要貨幣跌幅
擴大。美國上周五公布3月份耐用品訂單按月回升
4%，較2月份1.4%的下跌幅度有改善，美元兌加元
上周尾段略為反彈，重上1.2180附近。
另一方面，美國3月份扣除飛機等非國防資本耐
用品訂單按月下跌0.5%，而2月份數據更大幅下修
至急跌2.2%，顯示美國企業的設備投資未來數季依
然不振，不利美國首季經濟表現，預示美國聯儲局
本周會議可能傾向推遲升息時間，美元兌加元上周
五的反彈走勢可能僅屬短暫。此外，布蘭特及美國
原油上周分別走高至4個半月高位及今年高位之際，
加拿大央行行長上周表示油價下跌對經濟的負面影
響，將在下半年消退，反映加拿大央行對下半年經
濟表現較前樂觀，將減低加元往後的降息機會，有
助加元延續近期的反彈走勢。預料美元兌加元將反
覆走低至1.2050水平。

觀望氛圍金價仍偏弱
上周五紐約6月期金收報1,175美元，較上日下
跌19.3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未能持穩1,200美元
水平後跌幅擴大，上周五更反覆走低至1,175美
元附近5周低位，市場氣氛不利金價。美國商品
期貨交易委員會公布截至4月21日當周，對沖基
金及基金經理持有的黃金淨長倉數量上升1.5%至
58,466張，不過美國本周三公布首季經濟成長，
聯儲局亦將於同日公布會議結果之前，金價仍有
機會延續上周五的偏弱走勢。預料現貨金價將反
覆走低至1,17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205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170美元水平。

央行對經濟表樂觀
加元延續反彈走勢 從花旗經濟驚奇指數來看，美國在今年1月跌至負值，並且有跌

深的趨勢，預警美股存在不確定因素；日本則在去年 8 月跌
至-96.7，隨後收斂，3月底數值來到-21；至於歐元區，則是從去年
12月開始止跌回溫，驚奇指數一路升到3月底的58.4，堪稱成熟市
場中，最令人「驚喜」的。

今年企業獲利增長可達15%
保德信歐洲組合基金經理人李宏正表示，以景氣循環調整本益比

（CAPE）來檢視，目前歐股較美股、日股都來的便宜，隨着歐元
區經濟成長預期升高，企業獲利預期隨之成長，以過往GDP與獲利
成長關聯度，今年歐股企業獲利成長可能達到15%；此外，MSCI
歐元區成份股也出現分析師調升獲利的企業家數多過調降家數的現
象，這是4年來首見。
李宏正進一步分析，去年歐洲央行（ECB）積極宣示量化寬鬆

（QE）後，歐股與歐元一反過去相隨的走法，形成「歐元弱、歐股
強」的態勢，尤其大型股，多半為跨國企業，收入囊括多重幣別，
財報以歐元計價的話，營收數字更為亮眼。
李宏正說，受惠於歐元貶值、油價低檔、資金寬鬆等因素，歐洲

復甦趨勢將更為顯著；至於投資者關心的希臘問題，希臘恐無法取
得紓困金，5月即將面臨更大的資金壓力，但相對整個歐元
區，希臘經濟規模及股市市值非常小，因此希臘債務違約對
整體歐股表現影響相對有限。
李宏正透露，歐股行情正牛，但國人可申購的泛歐洲概
念基金多達120檔，不易挑選，透過組合基金，可同時
掌握股票、債券、商品等子基金及多空型ETF，才有機會
爭取多重收益。（資料來源：Lipper，2015/3，環球基金分
類的股票型基金，含歐洲新興市場、歐洲、歐洲房地產、歐

洲收益、歐洲中小型、歐洲除英國、歐元區、歐元區中小型、德
國、瑞士、意大利、英國、英國收益、俄羅斯、法國、伊比利亞半
島、北歐、土耳其。）

小辭典：花旗經濟驚奇指數
由花旗銀行將經濟事件客觀量化的指標，先計算經濟數據發布的

實際結果與市場預期的差異，然後除以市場預估值，得到一個標準
化變動差（standard deviation）；驚奇指數評估的經濟數據包括整體
活動與公司調查、勞動市場與消費支出、投資、國際貿易、通脹、
金融活動等 6大類、30多項重要經濟數據，如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耐久財訂單、失業率等。一般而言，若景氣好轉且經濟
數據超乎市場預期愈多，驚奇指數愈高；反之，當景氣衰退且經濟
數據大幅低於預期，驚奇指數愈低。

歐元區經濟持續改
善，儘管復甦力度不
強，最新的「花旗經
濟驚奇指數」顯示，
成熟市場中，相較於
美國、日本今年以來
表現不如預期，歐元
區經濟連續4個月讓
市場驚豔，3月底數
值來到58.4，創下2
年來新高，歐股牛市
行情可望延
續。
■保德信投信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4月27日-5月1日）
日期
27
28
29

30

1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4月20-24日）
日期
20
21
22

23

24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德國
美國
歐盟

德國
美國

澳洲

歐盟

德國
美國

澳洲
美國

國家
德國

澳洲
日本
美國
美國

日本
美國

香港時間
3:00 PM
10:00 PM
6:00 PM

3:00 PM
8:30 PM

9:30 AM

6:00 PM

3:00 PM
8:30 PM

9:45 PM
9:30 AM
10:00 PM

香港時間
3:00 PM

9:30 AM
4:20 PM
10:00 PM
8:30 PM
10:00 PM
7:50 AM
8:30 PM

報告
三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四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三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三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三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四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第一季國內生產物價指數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
第四季入口物價指數#
第四季出口物價指數#
三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三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三月份零售銷售#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三月份個人收入
三月份個人開支

四月份芝加採購經理指數
第四季生產物價指數#

四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三月份建築開支

四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報告
三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無重要數據公布
第一季消費物價指數#
三月份貿易盈餘(日圓)

三月份二手房屋銷售(單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三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三月份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三月份耐用品訂單

預測
-

102.2
-
-
-
-

+ 1.1%

-
-
-
-
-

29.0 萬
+ 0.2%
+ 0.5%
50.0
-

52.0
+ 0.4%
96.0

結果

+ 1.3%
2292.6 億
519億
29.5 萬
48.1 萬
+ 3.2%
+ 4.0%

上次
- 3.0%
101.3
103.9
- 2.9
- 3.7
+ 0.3%
+ 2.2%

+ 0.3%
- 9.1%
11.3%
- 0.1%
+ 3.6%
29.5 萬
+ 0.4%
+ 0.1%
46.3

+ 1.1%
51.5

- 0.1%
95.9

上次
- 2.1%

+ 1.7%
614億
489億
29.4 萬
54.3 萬
+ 3.3%
- 1.4%

R

R

■■圖為德國法蘭克福歐圖為德國法蘭克福歐
洲央行總部舊址前的歐洲央行總部舊址前的歐
元標誌元標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