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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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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利率決定
7月食品價格指數。前值+0.4%
7月皇家測量師學會(RICS)房價差值。前值正16
前周投資海外債券。前值買超3,121億
前周外資投資日本股票。前值賣超955億
7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57.7
7月HICP月率終值。前值+0.1%；年率終值。前值+0.3%
7月CPI月率終值。前值+0.2%；CPI年率終值。前值-0.1%
7月HICP月率終值。前值-1.8%；HICP
年率終值。前值-0.1%
6月對歐盟貿易平衡。前值17.77億盈餘
6月全球貿易平衡。前值50.33億盈餘
8月湯森路透/益普索主要消費者信心指數。前值49.45
8月湯森路透/益普索主要消費者信心指數。前值56.10
8月湯森路透/益普索主要消費者信心指數。前值39.30
8月湯森路透/益普索主要消費者信心指數。前值34.30
7月進口物價月率。預測-0.1%。前值+0.2%
7月出口物價月率。預測+0.1%。前值+0.8%
6月新屋價格指數。前值+0.7%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8月6日當周)。前值26.9萬人
四周均值(8月6日當周)。前值26.02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7月30日當周)。前值213.8萬人

油價築底期 能源股下季反撲

數據打壓美元 歐元仍陷待變
周二美元兌主要貨幣下跌，投資者重新評估美

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今年升息的可能性。美國
第二季非農生產力環比年率意外下跌，顯示生產
率持續疲弱，可能引發對企業利潤和公司維持近
期強勁招聘步伐能力的擔憂。勞工部公佈，第二
季非農生產力環比年率初值為下滑0.5%，為連續
第三個季度下跌，是自1979年以來最長跌勢。
商務部的另外一份報告顯示，6月批發庫存增加

0.3%，受此影響，政府第二季GDP初估值可能會
被小幅上修。在本周五美國公佈零售銷售報告前
沒有其他重大經濟數據出爐，預計本周成交保持
相對清淡，許多交易商和投資者在夏季度假。另
外，市場將密切關注8月26日美聯儲主席耶倫在
懷俄明州杰克森霍爾央行年會上的講話，以尋找
可能何時升息的新線索。
圖表走勢所見，歐元兌美元周三升見1.1150水

平。綜觀過去三周亦見歐元未可明確闖過1.12水
平，將視作較近阻力參考；而100天平均線處於
1.1235水平，亦可看作為緩衝的阻力參考，較大阻
力則料為6月份多日未可明確突破的1.14水平。整
體歐元走勢仍陷於整理待變，下方則以1.09為重

要依據，倘若跌破，歐元料會開展新一輪跌勢，
下試目標先在3月份低位1.0820水平，進一步看至
1.07水準。

日企信心改善 圓匯蓄勢上破
日本6月機械訂單上升超過預期，顯示企業逐漸
願意增加資本支出，對於帶動日本經濟增長至為
重要。企業也預計7月至9月核心機械訂單料將增
加，暗示企業投資在上季表現不穩定之後正開始
企穩。內閣府周三數據顯示，6月核心機械訂單上
升8.3%，遠高於3.1%的預估中值。製造業訂單增
加17.7%，服務業訂單增長2.1%。內閣府本項調
查顯示，7月至 9月製造業核心訂單料將增加
5.2%，而4月至6月訂單為較上季下滑9.2%。
圖表走勢所見，美元兌日圓在七月下旬仍見受

制於 100 天平均線，目前 100 天平均線處於
107.05，將視為中期重要參考。較近阻力預估為25
天平均線103.60及102.80。下方支持留意上升趨
向線101，同時亦為三角形態底部，倘若匯價失守
此區，則見美元兌日圓再陷弱勢，較大支持則估
計為100及99水平。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最近原油市場的焦點發生
變化，因為原油供給過剩轉
向到汽油供給過剩，使得原

油庫存有些下降，但消
費終端卻出現供需失衡
狀況，部分原因來自
美國消費文化的轉變
導致民眾夏季駕車出
遊熱度不及預期，使得
成品油需求下降。

中長期供需均衡方向不變
雖然在冬季用油旺季來臨前，油價

可能還是會承受一些供需壓力，如原
油需求季節性減少，煉油廠即將進入
歲休旺季，中國戰備儲油需求即將降
低，利比亞與尼日利亞的原油供給在
戰亂和緩下，產量可能快速回升。然
而，依原油需求、頁岩油的產出成
本，以及籌碼面來看，西德州油價在

每桶40美元以下的空間並不大。因為
每桶40美元的原油價格很可能會激發
市場需求，而頁岩油商無法長期在每
桶40美元以下的油價生存，勢必終止
當前產量回升的趨勢。
另外，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CFTC）的數據顯示，截至8月2日
的非商業性原油期貨一周空單部位再
增11%，來到29.53萬口，逼近去年三
月的30.7萬口，且距離今年二月歷史
高點的35.9萬口亦不遠，而在該兩次
空單居歷史高檔之後，油價分別爆漲
四成與接近一倍。由於目前原油的空
單倉位已經高漲到警示水準，而原油

基本面有望逐步改善，意味在未來不
長的時間內，油價有望出現強勢反
彈。
長期而言，原油需求還是有可能穩

步增長，並消化原油的過剩供給，這
情況很可能在明年中出現，使得油價
應不致在每桶40美元左右太長時間。
只要全球經濟還沒看到衰退風險，在
油價第三季淡季過後，油價還是可望
重啟反彈走勢，讓油價明年的交易區
間進入每桶50美元至60美元。因此，
建議投資者可以在第三季的原油市場
淡季，逢低佈局能源股，掌握能源產
業的中長期回升行情。

油價自六月高點一度進入技術性熊市(波段下跌20%)，在石
油輸出國組織(OPEC)可能凍產的喊話下，在每桶40美元附近
找到初步支撐。汽油庫存居高不下，加拿大、利比亞與尼日
利亞等先前遭破壞的原油產量有回升現象，飽受重擊的美國
頁岩油又開始恢復元氣，是推動油價這波下跌的主要原因。
不過，低油價下，預料原油需求將緩步追上原油的供給能
力，油價將逐漸擺脫低檔回到長期均衡水平。

■富蘭克林投顧

市場對原油價格預測
商品 2016年第3季 2016年第4季 2017年第1季 2017年底
西德州油價 46美元 49美元 51美元 60美元
布蘭特油價 48美元 50美元 52美元 60美元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截至8月8日)，
市場中位數依調查之30家機構提供之數值計算

馬 強金匯 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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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馬迪帆）湖北省恩
施州政府昨日在港舉辦「2016恩施—香港富硒
產品展銷對接會」，吸引到不少政商界人士參
與。恩施州委副書記、州長劉芳震致辭時表
示，舉辦本次展銷會目的在於加強恩施州與港
經貿合作交流，此次他帶來了30家當地知名富
硒產品企業家參會，又稱本屆香港美食展亦有
搭建恩施州特裝館，望本港採購商及渠道商去
「走一走、看一看」，從中獲得商機，開拓恩
施市場。
劉芳震表示，硒產業發展不僅關乎經濟發

展，更關乎大眾健康。近年恩施州委、州政府
高度重視硒產業發展，以帶動產業轉型升級，

促進全面建成小康。他說，恩施提出以硒元素
為主題、其他為附加的「硒＋×」產業發展模
式，並將硒產業納入全州七大重點產業鏈打
造，全州富硒產業已取得突破性發展。

涉企300家成經濟新增長極
劉芳震進一步表示，目前恩施硒產業基地初

具規模，龍頭企業逐步壯大，科技創新成果豐
碩，市場活力明顯增強。他透露，2015年全州
硒產業總產值達330億元（人民幣，下同），
涉硒企業約300家，富硒茶產業集群、富硒綠
色食品產業集群入選湖北省97個重點成長型產
業集群之列，正在成為州域經濟新增長極。

恩施州商務局副局長劉咸輝亦在會上推介了
當地硒產業的主要6個方面，分別為恩施富硒茶
葉、富硒特色蔬菜、富硒林果、富硒中草藥、
富硒食品及富硒禽畜產品和補硒養生旅旅遊
業。他預料到2020年，全州的硒產業總產值期
望將達700億元，2025年更將進一步升至1,500
億元。
出席本次推介會的還有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永遠

名譽主席吳志斌、香港食品委員會副會長吳永
恩、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會長吳連峰、香港
工商總會永遠榮譽會長馬慶豐、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副總經理江正銀、香港經貿商會副秘書長
汪建生、香港貿發局華中代表張汶鋒。

■湖北恩施州昨在港舉行富硒產品展銷對接會，州委副書記、州長劉芳震(左三)
率當地逾30家知名企業來港參會。 張偉民 攝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回落至100.0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70美元水平。

美元兌日圓本周初受制102.65附近阻力
後走勢偏軟，周二失守102水平，周三跌
幅擴大，一度向下逼近101.10水平。美元
兌日圓本周早段反彈，主要受美國7月非
農就業數據好於預期影響。隨着美國本周
二公佈第2季非農生產力年率按季下跌
0.5%，顯著遜於市場預期，並且較首季的
0.6%跌幅沒有多大改善；同時首季的單位
勞工成本更大幅下修至下跌0.2%之後，數
據明顯不利美國就業市場往後表現，降低
市場對美國聯儲局今年內加息的預期。美
元兌各主要貨幣表現偏弱，美元指數本周
三迅速失守96水平，帶動美元兌日圓走低
至101水平，回吐上周大部分反彈幅度。
另一方面，日本內閣府本周三公佈6月份

機械訂單按月上升10.1%，連續兩個月下跌
後首次回升，而第2季機械訂單卻按季下跌
6.1%，雖然日本內閣府預測第3季機械訂
單將有4.3%增長，但日圓匯價今年大幅回
升，現階段更盤旋於兩年來的高點附近，
將不利該數據往後表現。此外，日本內閣
府下周一公佈的第2季經濟增長數據頗有機
會遜於首季，可能不利日經平均指數的走
勢，對美元兌日圓構成負面影響。預料美
元兌日圓將反覆回落至100.00水平。

金價料有力走高至1370美元
周二紐約12月期金收報1,346.70美元，較上日升
5.4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二持穩1,330美元水平後開始
呈現反彈，重上1,340美元水平，周三曾一度走高至
1,355美元附近，升幅有進一步擴大傾向。美國周二公
佈首季及次季的非農生產力數據均呈現下跌，帶動美
國10年期長債息率回落，降低美國聯儲局今年內加息
機會，金價走勢轉強，有進一步收復上周五跌幅的傾
向，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7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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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藝霖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30餘龍頭企業推介富硒農產品

劉芳震介紹，此次到港參加美食博覽的恩施企業有
30餘家，都是恩施的龍頭企業，他們不但擁有優

質的基地及技術基礎，更有強大的產品研發能力，開
發的富硒農產品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是很好的合作
夥伴。他續稱，恩施把這次赴港推介作為開放合作的
重要平台，全州8個縣市的縣市長和商務局、招商局局
長都悉數參加了此次推介會。
劉芳震指，到恩施投資的國家和地區中，香港地區
客商戶數佔 65%，合同資金佔 88%，已到資金佔
85%，數量和金額都居第一位。恩施有優質的特色農
產品，尤其是有特色鮮明的富硒食品。香港是「一帶
一路」戰略中連接內地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恩
施非常期待通過加強與香港的經貿合作交流，充分利
用香港國際聯通平台，宣傳恩施、推介恩施，讓更多

的人了解恩施，了解富硒產
品，將恩施健康、高端、優質
的富硒有機農產品推向全國、
推向世界。同時也希望借助香
港的平台、市場和經驗，更快
地適應相關國家的法律法規、
風土人情、商業及投資規則，

促進恩施優質富硒特色農產品接軌國際市場，提高恩
施特色農產品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力推硒產業2025年破1,500億元
「硒」是人體必須的微量元素，被稱為「抗癌之

王」、「生命火種」。恩施擁有「世界唯一探明的獨
立硒礦床」和「全球最大的天然富硒生物圈」。劉芳
震指，這些自然寶藏令恩施「硒望無限」，恩施未來
將圍繞建設富硒產業要素聚集地、富硒產業創新策源
地、富硒產品標準制定地、富硒健康養生旅遊目的地
和富硒特色文化傳承地的目標，形成以富硒農業為核
心產業，以富硒食品加工和生物醫藥為戰略產業，以
富硒健康養生為先導產業的產業佈局。他預計到2020
年，全州硒產業總產值突破700億元（人民幣，下
同），到2025年硒產業總產值突破1,500億元。

他同時透露，「恩施硒茶」、「恩施硒土豆」等地
域公共品牌得到市場廣泛認可，「世界硒都」已成為
恩施州一張亮麗的發展名片。今年9月23日至28日，
第三屆「世界硒都．恩施硒產品博覽交易會」將在恩
施舉辦，交易會將以「硒與健康」為主題，助推當地
實施「世界硒都．恩施硒穀」建設戰略，全方位引領
全國乃至全世界硒健康產業發展。

恩施茶葉復興萬里茶道夢想
恩施茶葉是富硒產品的重要代表，茶葉產業已成為

全州80萬茶農增收致富的支柱產業。全州富硒茶園總
面積已突破140萬畝，綜合產值近100億元，是全國第
四大茶葉產區。
在「一帶一路」戰略下，利川金利茶業有限公司、

宣恩宣桃茶業有限公司、湖北青翠源茶業有限公司等
3家茶葉企業於去年赴非洲投資建廠。這是湖北茶葉
企業首次投資非洲，青翠源茶業還與俄羅斯企業簽
約，恩施茶商將帶着復興「萬里茶道」的夢想，到俄
羅斯開工廠。
2017年，第七屆國際茶業大會將在恩施舉辦，劉芳

震向港商發出邀請，歡迎香港企業家屆時蒞臨恩施，
共用茶文化盛宴。

全球回歸浪漫香港起動新聞發佈會暨純紫慈善
晚會，日前於尖沙咀彩福皇宴隆重舉行。活動特
邀陽江市政協常委魏仁康，新華社主任楊麗，文
化部音樂生活報主編余晉湘，元朗區議會區議員
鄧鎔耀，彩福皇宴董事長何志強，新記石廠董事
長劉月新，創美書畫院校長鄧思程，香芊亞洲國
際有限公司董事長韓展池，以諾陽光基金會主席
韓澤新、黎新棠，作曲、編曲、作詞人吳清心，
愛心人士陳禮、陳龍銘等出席主禮，與近千名嘉
賓、師生歡聚一堂，載歌載舞，氣氛熱鬧。
純紫以上天恩賜的獨特音色和動人音韻的結

合，配合專業的舞台和燈光音響效果，為觀眾演
繹出自身具有的靈性歌藝特色，演繹浪漫愛國情
懷，唱出和平之音，傳遞正能量，凝聚團結力
量。全球回歸浪漫系列活動是以純紫、吳清心為
靈魂人物的以諾歌唱音樂藝術文化團隊。團隊希
望在這個複雜的世代，用音樂引領人在黑暗中劃
出一道破口，讓光芒照耀，點燃新希望，越照越
亮，直至全球回歸浪漫。
純紫是香港歌手，她的歌曲以愛國、浪漫、甜

美著稱，歌曲內容多為鼓舞人心、懷舊經典、充
滿愛意。最為人熟悉的歌曲包括《為國謳歌》、
《浪漫中華》、《美麗的家鄉》、《回歸浪漫的
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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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回歸浪漫純紫慈善晚會嘉賓演員大合影

2016恩施香港富硒產品展銷對接會
隆 重 舉 行
抵港參加「2016香港美食博覽」的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於近日

舉辦「2016恩施——香港富硒產品展銷對接會」。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州長劉芳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恩施希望通過在港推介，幫助其
優質富硒特色農產品接軌國際市場，推動全州的富硒產業提檔升級。

■香港文報記者鄒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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