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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3日，中糧百
年木倉生態黑茶產業園
在第三屆中國湖南（安
化）黑茶文化節期間正
式奠基。該集團斥資2
億元人民幣將安化第一
茶廠這一有着113年製
茶歷史的文物級老廠，
建成為集黑茶科研、黑
茶加工、黑茶文化和黑
茶旅遊於一體的中國黑
茶中心。在奠基儀式的現場，安
化第一茶廠還拿出一根萬両茶
王，該茶淨重362.5公斤，長3.8

米、直徑0.4米，是目前世界上
最重的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建花、關鈺琳 安化報道

66歲童母失蹤歲童母失蹤
繼祖父不離棄繼祖父不離棄

浙翁遊故宮走失 徒步6天抵津

巨型「米奇」日前驚現
上海迪士尼周邊稻田，引

來不少遊客駐足、留影。該「米奇」佔地約12
畝，由綠稻米、黑稻米、白稻米等不同品種、顏
色的水稻「繪」成。隨着稻浪的起伏愈發顯得活
靈活現。2016年上海迪士尼樂園將開園迎客，住
在園區周圍的農民朋友們想通過水稻「作畫」的
形式來慶祝迪士尼落戶上海。 ■文/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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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米奇」

浙江瑞安73歲的余老伯參與北京6日遊，在故
宮跟丟了旅行團後，打算徒步走回家去，花了6
天5夜，他到達天津。
余老伯參加的是瑞安一家旅行社的北京6日
遊。13日在故宮，余老伯走着走着，突然發現同
伴不見了，旅行團也跟丟了。余老伯說，他在故
宮裡到處走，可就是沒有看到旅行社的人。他不
會說普通話，用瑞安方言上去問穿制服的人，但
對方聽不懂，加上他不識字，還沒有手機，無奈
之下決定走路回瑞安。

旅行團和家屬緊急尋人
整個旅行團以及余老伯的親屬都亂成一團。旅

行團中大多是七八十歲老人，旅行社向當地警方
報了警。由於余老伯報名時沒有留下聯繫方式，
他們一時無法聯繫上老人家屬。14日下午，親屬
們輾轉得知余老伯走丟，先後趕往北京。
18日上午，余老伯來到天津一崗亭門口，被值
班人員帶到派出所。「我們是接到警方的電話，

稱老人在天津。」余老伯的兒子余先生說，聽到
父親在天津，他們剛開始有些不相信，「從北京
故宮到天津，高速公路車程有70公里；如果徒
步，兩地路程要超過100公里。」余先生放下電
話，馬上開車和親屬們抵達天津當地派出所。看
到親人們的臉，憔悴的余老伯頓時淚流滿面。余
老伯說，他不識路，白天就看太陽來辨別方向，
一直往南方走，餓了就去小店買些東西吃，身上
帶了2,000多元現金，這幾天只花了幾百元。

■《溫州都市報》

席明德今年66歲，復退軍人，患有
腦梗。席明德的老伴今年61歲，

患有類風濕關節炎。席明德一家人自
始至終不知道席芬芬的出生地，也不
知道她媽媽到底是哪裡人。

「我們有吃的芬芬就不會挨餓」
「我們有吃的席芬芬就不會挨

餓。」席明德說，這麼多年來，
雖然全家收入不高，但席芬芬該
花的錢一分都沒少，身上穿的衣
服大部分都是席明德老兩口購買

的，有時候也有當地愛心人士捐助。
晚上睡覺，席芬芬就睡在老兩口的中
間，冬天的炕席明德都燒得暖暖的。
今年，席芬芬到了入學的年齡，由於

沒有戶口不能入學。看着她羨慕同齡人
上學的眼神，席明德不知道說什麼。孩
子大了，處處亂跑，怕席芬芬出事，席
明德老兩口不論去田裡幹活，還是進城
看病，都把年幼的芬芬帶在身邊。

盼解決戶口以便建立學籍
10月中旬，一位愛心人士伸出了援

手，通過運城市教育局的安排，席芬
芬走進了部官鄉小學一年級的課堂，
踏進校園的席芬芬異常高興。班主任
把她安排在第一排，手把手教她。席
明德身體不好，家裡距學校有3,000
米遠，接送不便，學校為席芬芬在
宿舍樓安排了床鋪並免費發放被
褥。王校長說，不管怎樣都要盡最
大力量幫她，她所有的費用學校全
免，不過最大的問題還是沒有戶口
無法建立學籍。
關於席芬芬的戶口問題，席明德和

弟弟去有關部門都跑了好幾次，可是
遲遲解決不了。村裡人都勸席明德把
孩子送到孤兒院，可是席明德說我怎
樣捨得，養了這麼多年。席明德說，
「實在不行，學校不要孩子了，我就
把她領回來。」

10月23日14時許，安徽合肥
市霍山路大學生公寓樓下一店舖
內，一隻黑色的貓頭鷹一頭撞向
玻璃門上暈了過去。接下來的7
個小時，牠得到了店主謝女士無
微不至的照料。
謝女士稱，這隻小貓頭鷹可能

是覓食後迷路了。為避免牠亂飛
受傷，她找來繩子拴在貓頭鷹腿
上。她上網搜尋了餵養方法，買
來了生雞翅遞給牠吃，還端來了
水。「牠肯定是餓得不行，把兩
塊雞翅都吃光了。」
謝女士報警並且諮詢了專業人

員後，當晚21時許，將貓頭鷹

放飛在一片樹林內。「牠很快就
飛不見了，與白天相比狀態完全
不同，相處了幾個小時，還真有
點捨不得。」

■《安徽商報》

貓頭鷹迷途撞暈貓頭鷹迷途撞暈 皖店主餵雞翅皖店主餵雞翅

福建泉州台商投
資區張阪鎮崧山村
大坪山日前發現一
座超1,500平方米的
超大型祈福古道
場，據了解，如此
大規模的室外道
場，在全國實屬罕
見。專家推測，祈
福古道場可能建於道教十分盛行
的朝代，應該早於明朝初期。
當地村民告訴記者，現場還發

現一塊石碑，石碑正面豎刻「天
官賜福」，背面上端刻有「元亨
利貞」四字，中間是一個八卦圖

案，下方刻着「神卦驅煞降禎
祥」7個字，字體均為楷書。福
建省道教協會副會長吳歷田
稱，根據這些碑刻，基本可以確
認該遺址是古代道教消災祈福的
道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瑤瑛 泉州報道

閩現道場遺址閩現道場遺址 朝代不明朝代不明

今年6歲的席芬芬在1歲多時，被媽媽帶着嫁給了山西平陸部官鄉東太村的席明德的離

異兒子。平靜生活了半年後，席芬芬的媽媽突然失蹤，全家找遍了平陸縣仍不見蹤跡。席

明德的兒子一氣之下遠走異鄉打工，年幼的席芬芬成了孤兒，善良的席

明德和妻子擔負起了照顧無血緣關係的孫女的重任。 ■央廣網

■■席芬芬牽着牛走在繼席芬芬牽着牛走在繼
祖父席明德前面開懷大祖父席明德前面開懷大
笑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見有記者採訪見有記者採訪，，席芬席芬
芬擋住了臉芬擋住了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余老伯說余老伯說，，
旅行社帽上的旅行社帽上的
電話號碼字電話號碼字
小小，，自己又不自己又不
識字識字，，所以無所以無
法聯繫到家法聯繫到家
人人。。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8名壯漢抬「萬両茶王」。
記者關鈺琳 攝

■祈福古道場。 本報福建傳真

■被謝女士放在紙盒裡的貓頭
鷹。 網上圖片

馮 強金匯 動向

關注美議息 金價存下行壓力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

美聯儲本周三將在公佈政策聲明，周四還預定有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公佈。路透調查
中分析師預測，美國第三季GDP環比年率增幅料從
第二季的3.9%放緩至1.7%，因受全球經濟走軟拖
累。但假設美國國會在11月3日截至期限前的最後
一刻達成協議，避免了債務違約，那麼經濟增長料
在年底前加速，並在2016年保持強勁增長。
美聯儲主席耶倫及其他官員曾表示，他們預計年

底前將有必要升息。但有兩位美聯儲理事上周呼籲
要謹慎行事，金融市場預期到明年才會升息。外界
曾廣泛預期9月開始升息。但中國經濟放緩及股市重
挫，令美聯儲推遲行動。中國央行上周五宣佈減息
及降準，這是不到一年時間內第六次降息，可能有
助於緩解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擔憂。但鑒於歐洲央行
考慮進一步降息或擴大購債等刺激舉措，美聯儲將
不得不考慮美歐之間貨幣政策差異擴大的利弊。另
一邊廂，日本央行也在考慮擴大其刺激舉措，因該
國經濟第二季出現萎縮，並且可能重新陷入衰退。
日本央行將於周五公佈利率決議。

美股上揚削弱黃金吸引力
上周五金價衝高回落，在中國央行意外降息不久

後，金價在紐約早盤一度攀升逾 1%，至日高
1,179.40美元，但隨後由升轉跌，更一度跌破1,160

關口，低位觸及1,158.77，收盤報1,163.86美元。投
資者最初押注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可能因
全球經濟脆弱而被迫推遲升息，但稍後買盤增加，
因市場認為中國的刺激舉措和樂觀的美國數據使聯
儲在今年升息的可能性增強。美國股市上揚也削弱
了黃金和公債的避險吸引力。另外，美元兌一籃子
主要貨幣攀升至8月19日以來最高，進一步打壓金
價。強於預期的美國10月製造業數據支撐美元。金
融數據公司Markit公佈，美國10月製造業採購經理
人指數（PMI）初值為54.0，為5月來最高，當時亦
為54。
上周黃金走勢連日均位於250天平均線下方，繼

1,190關口後，又再遇見一組阻力力試不破，上周五
晚亦是加試位於1,180的250天平均線不破而後出現
顯著滑落，料短期金價仍有着下行壓力。以黃金比
率計算，38.2%及50%的回吐水平為1,157及1,147，
61.8%則為1,137水平；進一步關鍵支持料為1,121。
上方阻力則預估仍會關注250天平均線1,180，下一
級可看至1,186及1,195美元。
倫敦白銀方面，銀價近幾周處於高位區間整固，

預料重要支持在15.56，倘若跌破此區或見整固走勢
將被破壞，將延伸較顯著回吐，下方支持可看至
15.10及14.80美元。上方阻力關鍵在10月14日高位
16.18美元，較大阻力料可看至16.50及16.80美元。

澳元上周初受制73.05美仙附近阻力後
走勢偏軟，周四反覆走低至71.82美仙附
近兩周低位。中國人民銀行上周五公佈，
自2015年10月24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
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消息引致澳元
曾走高至72.96美仙附近，不過其後卻逐
漸掉頭回落至72.00美仙附近，回吐上周
五早段所有升幅，顯示部分投資者現階段
仍傾向逢高沽出澳元，限制澳元反彈幅
度。
另一方面，澳洲西太平洋銀行（West-
pac）本月14日率先宣佈把浮動按揭利率
上調0.2%之後，另外3家澳洲主要銀行
CBA、NAB及ANZ等亦陸續把按揭息率
調升，升幅介於0.15%至0.18%之間，將
增加貸款家庭的負擔之外，部分投資者不
排除澳洲央行往後仍有降息機會，導致澳
元匯價上周走勢偏軟，持續受制72.96至
73.06美仙之間的主要阻力位。
隨着澳元過去兩周均持穩71.80至72.00
美仙之間的支持位，澳洲統計局本周三公
佈第3季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前，澳元跌幅
可能不會過於擴大，令澳元續處於上周的
橫行走勢。預料澳元將暫時活動於71.60
至73.10美仙之間。

基金增持 金價有支持
上周五紐約12月期金收報1,162.80美
元，較上日下跌3.30美元。現貨金價經過
上周三及周四的下跌，上周五曾一度急速

反彈至1,179美元附近，不過其後卻大幅回落至
1,158美元附近，延續過去1周的反覆下跌走勢，
顯示美國聯儲局本周三晚公佈會議結果前，投資
者對過於推高金價抱有戒心，限制金價升幅，不
過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佈截至10月20日當
周，對沖基金及基金經理持有的黃金淨長倉數量
增加48%至121,804張，連續5周顯著上升，對金
價構成支持。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活動於1,150至
1,180美元之間。

金匯錦囊
澳元：將暫時活動於71.60至73.10美仙之間。
金價：將暫時活動於1,150至1,180美元之間。

科技股後續表現留意企業財報，10月21日盤後德州儀器挾
財報及財測利好，盤後股價勁揚。根據Factset（10月16日）
統計市場預估第三季科技企業營收及獲利將分別成長1.1%及
0.1%，估值保守下有上修空間。目前標普500科技股指數預估
市盈率約16.3倍、低於大盤的17.1倍，評價面具吸引力。
搭配第四季向屬科技股旺季，統計2009年至2014年史坦普
500科技指數第四季平均漲幅達7%，優於其他季度平均漲
幅，建議投資者可逢回調分批進場或採定期定額策略介入，建

議以側重網絡、軟體、雲端運算等科技次產業配置
的科技產業型基金為優先選擇，穩健型投資者可透
過加碼科技股的美國股票型基金佈局。

半導體產業併購逾千億美元
為了應對增長放緩及產業競爭，半導體
產業掀起整併風潮，10月21日美國硬碟製
造商Western Digital宣佈以約190億美元收
購記憶體大廠新帝（SanDisk），半導體
設備廠Lam Research以約106億美元併
購美商科磊（KLA-Tencor），不含這兩
筆併購交易，今年以來半導體產業併購交
易金額已超過一千億美元，超越2014年全

年的377億美元。併購可使企業更有效率並簡化企業運作、使
產品更加多元化，也有機會減輕價格壓力、改善企業未來的獲
利能力，雖然半導體產業庫存調整仍需時間，然而，預估庫存
去化可望於年底至明年第一季間落底，考量半導體類股股價通
常領先庫存觸底反彈1-2季，搭配產業整合周期仍在初期階
段，有利於半導體股中期走勢。

網絡及資訊安全領域有商機
今年以來網絡股表現突出，納斯達克網絡指數今年來漲逾一

成，優於標普500指數下跌的表現。目前網絡廣告支出佔總媒
體支出的比重仍低於使用者所花費的時間比例，看好網絡廣告
佔整體廣告支出比重有望持續攀升，預估2015年及2016年美
國網絡廣告支出將以雙位數成長，遠較整體廣告支出成長率為
高，其中具備市場規模及領導地位的企業有望優先受惠。
其中一個我們看好的科技趨勢為物聯網，連接裝置的爆炸性
發展將大幅改變個人與企業每日的生活與營運，也隱含着對感
應器、半導體與無線通訊晶片等零件需求增加，這都代表強勁
的投資機會，隨着連接裝置擴展，在這些領域中擁有獨特性且
受智慧財產權保護的企業將能受惠。此外，物聯網發展的同
時，也提高網絡安全的重要性，因此，我們認為數據安全是科
技產業另一個具長線成長潛力的領域。

美聯儲局加息預期延後，
帶動風險偏好升溫，代表市
場恐慌情緒的VIX指數自8
月 24 日高點回落至 20 以
下，標普500指數重新站回
季線，近幾個交易日觸及
100日均線壓回，但累積標
普500指數自8月25日收盤
低點以來反彈8.45%，其中
能源、科技及消費耐久財類
股波段反彈幅度超過一成，
表現領先，費城半導體指
數在併購消息激勵下表現
強勁，自低位以來反彈近
17%。 ■富蘭克林投顧

金匯 出擊

央
行
或
減
息

澳
元
反
彈
受
限

併購頻傳 掌握科技股旺季行情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10月26日-30日）

日期

26

27

28

29

30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10月19日-23日）

日期

19

20

21

22

23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美國

美國

澳洲

德國

美國

澳洲

德國

美國

澳洲

歐盟

德國

美國

國家

德國

美國

日本

美國

香港時間

10:00PM

8:30PM

10:00PM

9:30AM

3:00PM

9:30AM

3:00PM

8:30PM

9:30AM

6:00PM

3:00PM

8:30PM

9:45PM

10:00PM

香港時間

3:00PM

8:30PM

7:50AM

8:30PM

10:00PM

報告

九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九月份耐用品訂單

十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第三季消費物價指數#

九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聯邦公開委員會會議

第三季入口物價指數#

第三季出口物價指數#

十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第三季生產物價指數#

九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十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九月份零售銷售#

九月份個人收入

九月份個人支出

十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十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報告

無重要數據公佈

九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九月份建屋動工（單位）

九月份貿易盈餘（日圓）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九月份二手房屋銷售（單位）

九月份領先指標

無重要數據公佈

預測

55.0萬

-1.3%

102.5

-

-

-

-

-

26.4萬

+1.6%

-

-

-

-

+0.2%

+0.2%

49.0

92.6

結果

-2.1%

120.6萬

1144.8億

25.9萬

555萬

-0.2%

上次

55.2萬

-2.3%

103.0

+1.5%

-3.1%

+1.3%

-8.9%

0.0%

25.9萬

+3.9%

+1.1%

11.0%

-0.1%

+2.5%

+0.3%

+0.4%

48.7

92.1

上次

-1.7%

113.2萬

5696.6億

25.6萬

530萬

0.0%

R

R

R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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