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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世界知識產權組
織版權金獎（中國）」頒
獎典禮近日在廈門舉行，

小說《紅高粱》（莫言著）、
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以及
由天津企業創作的「四大名
著」系列漫畫獲得本屆「世界
知識產權組織版權金獎（中
國）」作品獎。該獎項的評選

由國家版權局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合作開展，每兩年舉辦
一次。本屆共設有作品獎、推廣運用獎以及保護獎3個獎項。
「四大名著」系列漫畫作品由天津神界漫畫有限公司於2002年開
始投資創作，歷時8年完成。全套作品共四部160冊，繪製畫稿3萬
餘幅，160餘名繪製作者參與其中。目前，該作品已成功授權日、
韓、英、法、越、泰、意、西班牙等近20種不同國家地區語言版
本，國際發行總量逾600萬冊。 ■記者 達明 天津報道

「「四大名著四大名著」」漫畫捧金獎漫畫捧金獎
天
津

江西修水縣博物館
昨日消息指，該縣
發現一座2,000餘平

方米商周古文化遺址。遺
址位於修水縣大橋鎮朱溪
村，距今3,000餘年。目
前，文物考古人員正在挖
掘中，已發現一些陶片。
另據中國江西網報道，

朱一平表示：「國家在修建高速公路之前，相關文化部門都會對公
路所經過的地點進行野外調查，如果發現有古遺址，就要進行發掘
和保護。」他說，修平高速經過修水縣大橋鎮。因此，今年4月份
開始，修水縣博物館便開始配合高速公路的建設進行野外調查，並
在這一作業過程中發現了商周時期的古文化遺址。目前，該遺址的
清表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進行遺址挖掘工作。 ■中新社

近日，河南省伊川縣
鴉嶺鄉西窯村多名村民
反映稱，兩周前，鴉嶺

鄉第五初級中學被撤點併
校，該校百餘名學生在沒被
通知的情況下，突然由當地
教育部門及派出所民警帶到
鴉嶺鄉第一初級中學上學。
對此，村民們質疑，他們未
接到任何關於撤點併校的通

知，而且臨近中考，新環境恐對學生造成影響。
目前，鴉嶺鄉第五初級中學二樓一個教室裡只有30餘名學生在上自習，
由村民輪流照看。上八年級的浩浩（化名）說，到鴉嶺一中後，有一周都
沒有老師上課，「而且那邊的學生總看我們不順眼，想欺負我們」。
原校長任豐彬稱，5月25日學校老師接到併校通知，第二天就落

實了，對於具體情況他不願多說。 ■北青網

商周古文化遺址重見天日商周古文化遺址重見天日
江
西

併校影響學生併校影響學生一周無老師授課一周無老師授課
河
南

■■考古人員正在進行考古人員正在進行
挖掘工作挖掘工作。。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鴉嶺鄉五中的部分學生待在教室
裡自習。 網上圖片

■天津企業創作的「四大名著」系
列漫畫。 網上圖片

水壩存安全隱患
女童上學腳滑女童上學腳滑

西安新人6萬元租直升機結婚

坐落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內蒙古博物院昨
日舉辦課外實踐課，邀請小學生學習紅山文化
知識。到場的小學生興致勃勃的參觀、臨摹紅
山古國生活模型圖。 ■中新社

水下婚禮、單車婚禮、巴士婚禮、
騎馬婚禮等，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追
求個性化的婚禮。近日，又一場新奇
婚禮在西安上空上演，一對新婚小夫
妻乘坐直升機在1,314英尺（約400
米）的高空盤旋20分鐘，以高空宣言
見證二人的甜蜜愛情。據知情人透
露，這場婚禮僅租直升機就用了6萬
元（人民幣，下同），整場婚禮估計
花費20多萬元。

靠創業成為「富一代」
當日上午11時，在漢城湖景區漕運碼頭酒店門口，停着寶馬、保時捷等9輛豪車，旁

邊還有大提琴、小提琴樂隊助興，上空還有一個航拍器來回盤旋。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停
在廣場上的一架紅色直升機，專門用來接新娘新郎的。
新娘曲姍說，她和新郎平時喜歡極限運動，因此才想着用直升機婚禮見證愛情。她還

說，從大學畢業後2人就開始自主創業，做過旅遊、極限運動、傳媒等不同行業，開始創
業時也遇到了不少難處。但如今，豪華婚車隊伍中有兩輛是夫妻倆自己買的，他倆算是
「富一代」了。 ■《華商報》

近日近日，，家住安徽省合肥市肥東縣店埠鎮家住安徽省合肥市肥東縣店埠鎮1111歲的小娟歲的小娟（（化名化名））像往常一樣背着書包去上像往常一樣背着書包去上

學學，，然而然而，，這一次離家她再也沒能回來這一次離家她再也沒能回來。。在經過學校附近的定光河時在經過學校附近的定光河時，，小娟腳底一滑落入水小娟腳底一滑落入水

壩壩。。事發後事發後，，同伴趕緊呼救同伴趕緊呼救，，不少路人不顧危險跳入水中營救不少路人不顧危險跳入水中營救，，但小娟還是溺水身亡但小娟還是溺水身亡，，平時平時

的上學路竟成了不歸路的上學路竟成了不歸路。。這件事加重了村民對水壩上那兩排這件事加重了村民對水壩上那兩排「「石頭橋石頭橋」」的擔憂的擔憂。。 ■■中安在線中安在線

所謂的「石頭橋」，就是水壩
上那兩排形狀不規則的石

頭，當天小娟就是在這些石頭上
經過時不慎滑入水中的。
據目擊者介紹，當天中
午 13時 30分許，她正
在家中看電視，突然
聽到外面有人大喊
救命。「我立刻出
門，發現在水壩
位置有孩子落
水了，在水
壩石頭上還
有一個女

童一邊大哭一邊喊救命。」她向
水壩下看去，發現一個孩子在水
中掙扎，開始還露出頭髮，但很
快便從水面消失了。發現有孩子
溺水後，路過的幾名三輪車司機
和電動車司機立刻停下車來，跑
去救援，河邊有居民也拿着繩子
和鋼筋衝過去幫忙。在附近工地
值班的范師傅稱，因為壩下水流
湍急，等大家跳進去時已經找不
到女童的蹤影。定光小學的老師
聞訊後也趕來，眾人一邊報警一
邊摸索。可惜的是，半個多小時
後，大家才找到已經停止呼吸的

小娟。

不規則石頭成誘惑
村民稱，附近居民早已對河壩

上那兩排不規則形狀的石頭表示
擔憂。據了解，該河道去年重建
後，河壩上就出現了這些石頭。
村民稱，小娟就讀的定光小學門
口有一座大橋，平時車輛和行人
可以從橋上通行。但不少孩子喜
歡走「石頭橋」去玩水。雖然河
岸兩邊有警示標牌，河邊也有護
欄圍擋，但孩子們可以很輕易地
翻越護欄。

古國模型

■■小娟落水的小娟落水的
「「石頭橋石頭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新人以高空新人以高空
宣 言 見 證 愛宣 言 見 證 愛
情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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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 (6月15-19日)
日期
15

16

17

18

19

國家
歐盟
美國

德國
美國
日本
歐盟
美國

德國

香港時間
6:00 PM
9:15 PM
9:15 PM
3:00 PM
8:30 PM
7:50 AM
6:00 PM

8:30 PM
8:30 PM
10:00 PM
3:00 PM

報告
四月份歐元區貿易盈餘(歐元)

五月份工業生產
五月份設備使用率

五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五月份建屋動工(單位)
五月份貿易盈餘(日圓)

五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五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五月份領先經濟指標
五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預測
-

+ 0.3%
78.3

+ 0.7%
110萬

-
-

27.6 萬
+ 0.5%
+ 0.4%

-

上次
234億
- 0.3%
78.2

+ 0.5%
113.5 萬
557.59 億
0.0%

27.9 萬
+ 0.1%
+ 0.7%
- 1.5%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 (6月8-12日)
日期
8

9
10
11

12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日本
德國

日本
無重要數據公布

澳洲
美國

歐盟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7:50 AM
3:00 PM
3:00 PM
7:50 AM

7:50 AM
8:30 PM
8:30 PM
8:30 PM
10:00 PM
6:00 PM
3:00 PM
8:30 PM
10:00 PM

報告
四月份來往賬盈餘 (日圓)
四月份貿易盈餘(歐元)

四月份工業生產
五月份貨幣供應#

五月份失業率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五月份零售額
五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四月份商業存貨

四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五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五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六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結果
13.264兆
221億
+ 0.9%
+ 4.0%

6.0%
27.9 萬
+ 1.2%
0.0%
+ 0.4%
+ 0.8%
- 0.4%
+ 0.5%
94.6

上次
27.953兆
231億
- 0.4%
+ 3.6%

6.1%
27.7 萬
+ 0.2%
- 0.3%
+ 0.1%
+ 1.8%
- 0.9%
- 0.4%
90.7

R

R
R
R

金價處於通道下行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全球最大黃金上市交易基金(ETF)—SPDR Gold
Trust的黃金持倉已降至2008年9月以來最低，當月
雷曼兄弟申請破產。而由於股市表現強勁且美國預計
升息，SPDR資產可能進一步流出。這種情況可能進
一步打壓全球黃金價格，尤其是在亞洲實貨黃金需求
疲弱之際。紐約SPDR Gold Trust表示，周五黃金持
倉降至703.98噸，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當初高達
4,343萬盎司的持倉已經接近減半，主要是因為黃金
進入熊市。
倫敦黃金上周五走低，收報於1,180水平附近。日
內公布的數據顯示，5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錄得逾
兩年半最大月度漲幅，6月初美國消費者信心大幅增
強。在本周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政策會議前，
投資者保持謹慎。美聯儲周二將開始舉行為期兩天政
策會議，周三將公布政策聲明。聯儲政策聲明的措辭
調整可能較過去所見的更強硬。不過，黃金上周仍錄
得四周內首周上漲，因周初美元走低和對希臘債務磋
商的擔憂提振金價，周三曾升至1,192.10美元的高
位。

受制250天平均線難脫弱勢
圖表走勢所見，過去兩個月金價處於區間震盪，而

五月中旬雖曾一度衝高，但僅上見1,232.20美元，受
壓於250天平均線，而亦再未能突破這技術阻力下，
其後金價出現顯著滑落，並處於一下降通道中，目前
通道頂部為1,188水平，金價後市需衝破此通道，才
可扭轉近期弱勢，上望目標估計在1,195及1,206水
平，進一步料可看至1,222。然而，上周曾三度逼近
通道頂部亦未能一舉衝破，倘若金價本周仍居於通道
之中，預估延伸跌幅可至1,169以至1,157水平，之後
有機會再探三月份所創的年內低位1,142水平。
倫敦白銀方面，自去年第三季至今，銀價走勢處於

一組三角型態中運行，至近日再度下探三角底部，周
四及周五均跌見至15.80水平，初步跌破三角；倘若
後市走勢仍然持於此區下方，預估將迎來更顯著跌
幅，延伸目標將可看至15.50及15.00美元，進一步可
看至14.70美元。上方阻力預估見於16.15及50天平
均線16.48美元，重要阻力為17.20水平。

馮 強金匯 動向 全球地產股挑戰與機遇並存美元兌加元上周初受制1.2475附近阻力
後走勢偏軟，先後跌穿1.24及1.23水平，
上周三更一度向下逼近1.2200附近，不過
上周尾段呈現反彈，重上1.23水平。加拿
大6月5日公布了強於預期的5月份就業
數據之後，美元兌加元上周早段延續下跌
走勢，再加上紐約期油上周三反覆攀升至
每桶61美元水平4周高位，有利加元反
彈，是導致美元兌加元上周三跌幅曾擴大
至1.2200附近的原因之一。

油價調整 反彈受限制
隨着美國上周四公布5月份零售銷售好
於預期，核心零售銷售更顯著改善，預示
美國第2季經濟將較首季好轉，帶動美元
兌加元逐漸掉頭反彈，收復上周部分跌
幅。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往後可能進一
步增加原油產量的消息，引致布蘭特原油
價格上周三受制每桶66美元水平後，上周
四及周五連續兩天回落，並且一度走低至
每桶63美元水平，而紐約期油上周五亦一

度跌穿每桶60美元水平，對加元升幅構成限制。
繼美國5月份就業數據改善，零售數據轉強，
同時上周五公布6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攀升
至94.6，顯著高於5月份的90.7，將有助消費者
支出上升，市場頗為關注美國聯儲局本周二及周
三連續兩天會議後的聲明內容是否偏向今年升
息。預料美元兌加元將暫時活動於 1.2250 至
1.2450水平之間。
上周五紐約8月期金收報1,179.20美元，較上日
下跌1.20美元。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布截
至6月9日當周，對沖基金及基金經理持有的黃金
淨長倉數量下跌近35%至44,717張，連續三周下
跌。不過市場仍在等候希臘債務談判是否有結果以
及美國聯儲局將於本周三公布會後聲明之際，現貨
金價上周五大部分時間上落於1,176至1,184美元
之間，反映投資者不願把金價波幅過於擴大。預料
現貨金價將暫時活動於1,160至1,190美元之間。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暫時活動於1.2250至1.2450
水平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活動於1,160至1,190美元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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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QE政策奏效後，世界各大經濟體紛紛跟進，以降息來刺
激消費及通脹。低利率環境促使資金流往股息較股票高的
REITs，推動股價水漲船高。展望後市，國泰投顧認為，全球房
市基本面逐步轉好，地產股長期確實還有表現機會，但短期的挑
戰卻也不小。

息率上調壓力增難脫震盪
隨着美歐經濟好轉及通脹升溫，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似乎「箭
在弦上，不得不發」，聯儲局主席耶倫亦表示當前長期公債殖利
率「非常低」，預料在美國升息及殖利率看升的情況下，美債利

率波動可能加劇，利率敏感度高的地產股很難擺脫上沖下
洗的震盪格局。
不過，市場預期聯儲局將採溫和漸進的升息步調，
歐、日、中等大國則維持寬鬆貨幣政策，若資金活水依
舊充沛，回檔反而創造布局良機。

受惠空置率降及租金上升
基本面動能佳：全球房地產基本面持續改
善，特別是美國及英國已見到空置率下降及租
金成長率上升的正面訊號，未來隨着全球經
濟轉好，可望擴及其他區域。
資產配置需求增：房地產逐漸成為投資人資

產配置的要角之一，特別是與公部門相關的主
權基金和退休基金；根據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官方

論壇(Omfif)調查，目前500大公部門投資機構在房地產及基礎建
設等資產類別佔總管理資產比重達9.1%，其中44%的機構有意在
未來3年至5年內持續投入此類資產，顯示房地產將持續成為公
部門投資的心頭好。
國泰投顧認為，由於影響全球各區域房地產股走勢的因素繁

多，如總體經濟、房市基本面、貨幣政策等，很難判斷絕對的高
點或低點進出場的時間。建議對REITs及地產股有興趣的投資
者，可於市場震盪之際，以全球角度切入摩根士丹利環球房地產
基金，均衡布局全球地產商機，透過分批進場或定期定額的方式
長期投資，降低區域輪動等因素造成的風險。

近幾年，全球房地產證券
市場輪流表現。2013年由
日本拔得頭籌，2014年由
美國奪冠，2015年以來則
是歐洲和英國跑在前面。
2015下半年，由於經濟復
甦腳步不一及成熟國家貨幣
政策分歧等影響之下，誰將
勝出，孰為難料。就長期的
角度，隨着全球經濟基本面
轉佳，地產股後市不淡。因
此國泰投顧建議，美國升息
可能引發市場短期震盪，
投資者不妨伺機以全球
視野均衡布局房地產
證券市場，分批進場
或定期定額方式且長
期投資為較佳方案。

■近幾年，全球房地產證券市場輪流表現，今年以歐洲和英國較
突出。圖為長沙市城區一處新建商品房。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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