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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強金匯 動向 五大動力運轉 亞洲無懼希債危機

希臘危機加劇 歐元弱勢延展
由於近期美國經濟數據強勁，使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

（FED）將在9月加息的預期升溫。民間就業服務機構
ADP Employer Services周三發布的報告顯示，美國6月
民間就業人數增加23.7萬人，創去年12月以來最大增
幅，輕鬆超過路透調查的分析師預測增加21.8萬人。另
一項數據顯示，美國5月建築支出觸及2008年10月以
來最高。ADP數據鞏固了周四公布的非農就業報告將
強於預期的看法。如果非農就業報告強勁，將會增加美
聯儲9月加息的可能性。美聯儲加息預計將吸引資金流
入美國，從而提振美元。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周三呼籲國內民眾反對國際紓困協

議，粉碎了在周日公投之前修復與歐盟夥伴間關係的希
望。齊普拉斯此前曾致信國際貸款人，請求獲得新的救
助，並願意接受債權人的許多條款；但不到24小時
後，他在電視講話中卻突然回到對抗模式。他說，希臘
受到「勒索」。這一表態推翻了有關他可能推遲或取消
公投，抑或呼籲民眾投下「同意」票的傳言。齊普拉斯

曾表示，若希臘人周日投票贊成撙節，他將辭職。

風險意願增 歐元受創
歐元兌美元周三下跌至1.1040水平，本周迄今累計

下滑約1.1%。風險意願增強導致投資者作空歐元，使
歐元受創。歐元跌勢還因美國數據表現強勁而加劇。希
臘總理齊普拉斯敦促希臘民眾拒絕國際救助提議，使得
在周日公投前修復與歐盟夥伴國間關係的希望徹底破
滅。公投可能會決定希臘是否繼續留在歐元區。
調查顯示公投結果將是「反對」，但雙方差距在縮
小。至7月20日希臘須向歐洲央行還款35億歐元，如
果這批款項又拖欠，歐洲央行很可能切斷對希臘銀行的
流動性支持，這要比最近這次違約產生更大的影響，加
劇希臘、歐元乃至金融市場整體的不確定性。

倘跌穿1.08再展跌勢
技術圖表分析，匯價於上周跌破上升趨向線，短期應

見歐元兌美元再陷弱勢，上方阻力估計在10天平均線
1.1190，關鍵料為1.1350及1.1440。至於下方支持則會
矚目於1.10關口及5月底守穩的1.08水平，倘若歐元真
的走的1.08這一線水平，那麼歐元走勢亦同時會形成一
組雙頂形態，需慎防若此區支撐失守，將見歐元技術上
展開新一輪下跌，初步目標可看至上升趨向線於1.0620
水平。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美元兌日圓本周二在121.95水平獲得較
大支持後逐漸反彈，周四升幅擴大，一度走
高至123.60附近。美國本周三公布6月份
ADP就業人數增加23.7萬人，好於預期之
外，更高於5月份的20.3萬人，反映美國本
周五公布的6月份非農就業數據可能進一步
轉強，增加美國聯儲局9月加息機會，美國
10年期長債息率企穩2.40%水平之上，再加
上6月份ISM製造業指數及5月份建築開支
均高於預期，美元走勢迅速偏強，引致美元
兌日圓周三及周四連續兩天上升。
另一方面，日本央行本周二公布6月企

業短觀經濟季報，大型製造業的景氣判斷
指數為15，高於3月的12，是3個季度以
來首次轉強，而6大型非製造業指數則為
23，高於3月的19，更是連續3季攀升，
不過數據未對日圓構成支持，反而美國10
年期長債息率上升，帶動美元兌日圓處於
反覆偏強走勢，並且於周四持穩於123水
平。隨着市場預期美國6月份非農就業數
據繼續改善，6月份失業率可能下降至
5.4%，美元兌日圓有進一步攀升傾向，不
過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上月10日曾在
美元兌日圓位於124水平之際作出口頭干
預，限制日圓跌幅，預料美元兌日圓將暫
時活動於122.50至124.50水平之間。

觀望希臘公投 金價續偏軟
周三紐約8月期金收報1,169.30美元，較上日下
跌2.50美元。美國周四晚公布6月非農就業數據
前，美元兌各主要貨幣走勢偏強，金價偏弱，現
貨金價周四曾反覆走低至1,160美元3個多月來低
位，延續上周的反覆下跌走勢。希臘本周日將舉
行公投以決定是否接納債權人的救助方案，金價
走勢存有變數，投資者對過於推低金價依然抱有
戒心，略為限制金價跌幅，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
走低至1,15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暫時活動於122.50至124.50

水平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15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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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擁有五大動力持續運轉，期待明天會
更好！五大動力包括： （1）中國資本市場
將進一步開放；（2）中印中產階級崛起呈
爆炸性成長；（3）中國「一帶一路」計劃
帶動大亞洲榮景；（4）中國旅客在亞洲區
幾十億美元的消費力；（5）雙印、日本到
中國如火如荼的改革，均將為亞洲帶來新活
力。
富達證券認為，在2011年歐元區危機開
始之前，希臘只是歐洲邊陲國家一個小經
濟體，許多亞洲投資者不會想太多。4 年很
快就過去了，希臘仍是歐洲邊陲國家的一
個小經濟體——不同的是當今希臘卻攻
佔亞洲頭條新聞，攪亂亞洲股市一湖春
水。我們應該要很擔心嗎，難道亞洲
沒有更好的事？

希臘「這齣戲」倒數計時
針對希臘問題，耗時4年的爭
議與協商，有能力償還債務與未
來歐元區可能變成最冗長的歹
戲拖棚連續劇。新的最後期
限、新的交易、新的需求、
新的僵局與新的挫折似乎每天
都在枱面上演，但結局總是一樣
的老結果——耽擱、延遲，因為

所有的訴求都是中傷與爭吵。
好消息是這齣戲似乎已進入倒數計時，

希臘無法對國際債權人新的紓困方案讓
步，將決定權轉交到7月5日的人民公投，
來決定是否要接受紓困計劃（以及藉由不
接受國際債權人，以敞開大門脫離歐元
區）。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更下令所有銀行
關閉與限制提款，一天只能提款60歐元。
儘管亞洲市場在6月底已大部分回彈，但

無論未來幾天歐洲發生什麼情況，都是市
場上廣泛討論、預期以及計劃一段時間，
沒有任何事情令人訝異。

亞洲很快會變成市場焦點
希臘違約或是退出歐元，都將會有結果，

但這些所有的情境均已在預期與計劃中一段
時日。以希臘債務「曝險」的角度來看，德
國、美國與英國銀行損失最多。在亞洲地
區，銀行的「曝險」相對低，只有日本銀行
（約達2.66億歐元）值得監控。
實際是一旦事情最終獲得解決與塵埃落定，

市場關注焦點將再度專注在未來的全球經濟
上，而不是過去，包括中國與其他亞洲市場。

中印中產階級呈爆發性增長
富達證券指出，無論歐洲結果如何，可

以確定的幾件事：
1.中國資本市場對外國投資者與人民幣自

由化開放的情形不會停止，目前所有關注
的焦點將放在11月的中國，當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宣布人民幣納入 IMF特別提款權
（SDR）貨幣。
2.中國與印度中產階級崛起並呈現爆發性

增長的情勢不會停止。
3.中國「一帶一路」計劃，透過龐大基礎
建設計劃跨區與更偏遠地區所形成的陸海
絲路大串聯，也不會結束。
4.來自中國旅客在亞洲區幾十億美元的花

費也不會停止。
5.不會影響印度莫迪、印尼左多多、中國
習近平與日本安培的改革議程。

亞洲經濟體遠勝金融風暴時
美國利率正常化的可能性傾向於下半年

稍晚的時候，因此亮點也會放在亞洲。投
資者會發現亞洲經濟體將比 2011 年還要
好，且遠勝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
國與其他亞洲央行的寬鬆政策，也持續支
撐亞洲經濟成長。
預測周日（7月5日）的希臘公投將協助

歐元區盡速解決，市場焦點將再度回歸到
應該關注的焦點上。

希臘只是歐洲邊
陲國家的一個小經
濟體，無論未來幾
天歐洲發生什麼情
況，沒有任何事情
令人訝異。在亞洲
地 區 ， 銀 行 「 曝
險」希臘債務相對
低，只有日本銀行
（約達 2.66 億歐
元） 值得繼續觀
察。投資者會發
現亞洲經濟體將
比 2011 年還要
好，且遠勝
於 1997 年
的亞洲金融
風暴。
■富達證券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5年7月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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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零售銷售月率。前值持平

6月Markit/ADACI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52.5

6月Marki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54.1

6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53.4

6月Marki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預測54.2。前值54.2

6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前值54.0

6月Marki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預測54.4。前值54.4

6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前值54.1

6月Markit/CIPS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56.5

5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2%。前值+0.7%

5月零售銷售年率。前值+2.2%

蘭洽會首設主賓國提升國際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實習記

者 李娣娣 蘭州報道）記者從蘭洽會籌
委會獲悉，第二十一屆中國蘭州投資貿
易洽談會將於6日至11日在甘肅省蘭州
市舉行，白俄羅斯將作為蘭洽會歷史上
的第一個主賓國參加，截止目前，已有
40多個國家和地區報名參會，註冊外賓
逾400人，為史上之最。同時，國際展
區面積增加兩倍，較之往屆，國際化層
次、專業化水平得以提升。

白俄羅斯首個主賓國
甘肅省經濟合作局局長、蘭洽會辦公
室主任李書敏介紹，本屆蘭洽會重點突
出「一帶一路」經濟交流，白俄羅斯館

將作為主賓國舉行開館儀式、投資環境
推介會和項目簽約會，白俄羅斯團將展
示其投資環境、產業優勢、重點投資項
目、特色產品。

辦絲綢之路經濟帶論壇
本屆蘭洽會現已確定了28項主要活

動，16項市州活動，期間將舉辦絲綢之
路經濟帶合作發展高端論壇、絲綢之路
經濟帶國際經貿促進合作交流會、絲綢
之路經濟帶智庫論壇，甘肅省投資環境
推介會、合作項目簽約儀式，以及循環
經濟國際項目推介會和重大項目簽約、
世界隴商大會、「一帶一路」僑商項目
對接會等重要活動將悉數開展。

西安保稅區電子產品輸歐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

報道）6月30日，隨着最後一台電視
機完成裝車，西安中百佳電子科技有
限公司入駐西安綜合保稅區投產的首
批電子產品順利下線並運往青島港，
將經海路到達最後目的地匈牙利。據
了解，這是西安綜合保稅區加工製造
的電子產品首次走進歐洲市場。

中佳1400台液晶電視機下線
據介紹，此次出口歐洲的產品主要

為28寸VORTEX品牌LED液晶電視
機，共1,400台，貨值300萬美元，是
中百佳公司入駐西安綜合保稅區後完
成的第一批訂單業務。與以往繁瑣的

通關出口程序相比，中百佳公司利用
西安綜合保稅區「保稅、免稅、退
稅、免徵」等保稅加工政策，切實降
低進口、加工、出口、物流等各個環
節的稅費成本，提高訂單業務的運營
效率和效益，增強了產品在國際市場
上的競爭力。
中百佳公司有關負責人稱，第一批

訂單的順利下線發貨，為公司16條生
產線全負荷運轉打下了堅實基礎，產
線全部達產後，預計年進出口貿易額
可達20億元人民幣，直接、間接帶動
就業人口 1,000 餘人，並將帶動模
具、包裝等配套廠商進駐西安國際港
務區，帶動園區周邊商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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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珍 深圳報道）中法兩國
政府在法國巴黎日前簽署的《關於民用核能合作的
聯合聲明》顯示，由中國廣核集團牽頭的中方企業
聯隊，將在英國3個新建核電項目的建設中與法國相
關企業開展合作。

將新建3核電項目
當中包括由中廣核牽頭的中方企業聯隊支持並參

與英國欣克利角C項目兩台EPR反應堆建設，以及
塞斯維爾C項目的前期開發工作；法國電力集團
（EDF）支持並參與由中方企業聯隊牽頭的另外一
個英國核電廠址項目開發，並以華龍一號技術為基
礎聯合開展適應性設計修改。目前，EPR反應堆已
經通過了英國通用設計審查（GDA）。中廣核牽頭
的中方企業聯隊將推動華龍一號的GDA認證工作，
以促進我國自主核電技術走出去實質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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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一凡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據負責人介紹，廣州華潤熱電有限公司引進了國際最先進、最有效的環保技術措施，巨資
建設了封閉式儲煤場、循環水冷卻塔，安裝除塵、脫硫脫硝及除灰渣、廢水處理等設施

設備，實現了大氣污染物達標排放、污水零排放的環保目標。作為全國首批燃煤機組環保改
造示範項目之一，該公司兩台機組分別於2014年7月和2015年6月份完成「超潔淨排放」環
保改造並投入運行。改造後，通過國家環保部測評中心、廣東省電力科學研究院、廣州市機
電工業環境監測站等第三方監測機構和在線監測系統的監測，顯示機組氮氧化物排放穩定在
23毫克/標準立方米左右，二氧化硫排放穩定在6毫克/標準立方米左右，煙塵排放穩定在
2.56毫克/標準立方米左右，各污染物排放濃度均優於國家重點地區「燃氣輪機大氣污染物特
別排放限值」。

矢志解決生態環境問題
據悉，該公司在基建初期就超前同步建設了除塵、脫硫、脫硝等環保設施，使得機組在
2009年投產運營時，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及煙塵的排放就已經達到了2014年實施的《火電廠
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該標準也是目前中國實施的最嚴格的排放標準。此舉為「超潔淨排
放」的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改造後，兩台機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煙塵的年排放總量
將削減77%、97%、87%以上，成為目前國內最環保的煤電機組之一。「超潔淨排放」改造
的成功實施，將有助於燃煤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的大幅削減，為有效解決燃煤電廠大氣
污染物問題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借鑒。
華潤電力同日在廣州發布了「2014年社會責任報告」，報告介紹了華潤電力從經濟、環境

和利益相關方三個方面履行社會責任，在致力於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股東價值最大化的同
時，也關注社會大眾和生態環境。中國社科院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鍾宏武宣布本次華
潤電力社會責任報告被評定為四星半級，跨入了領先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行列。

■內地與香港的二十多間
媒體參觀廣州華潤熱電廠

華潤電力兩台機組率先實現「超潔淨排放」

■集中控制室

■1號發電機組是華潤首個「超潔淨排放」改造機組

日前，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組織來自內地及香港的20多間主流媒體代表參觀了廣州華潤熱電有限

公司的兩台「超潔淨排放」機組，其中1號機組是華潤電力首個「超潔淨排放」的改造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