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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白山 800 億元項目向全球招商

香港文匯報訊 順應東北振興開放戰略和政策
機遇，着眼推動資源與資本、產品與市場的對
接，在 2 月 16 日，長白山面向全球發佈 31 個
「大項目」招商信息，涵蓋旅遊、文化、生態、
健康、交通等領域，總投資額達 800 億元(人民
幣，下同)。這是當地此前 10 餘年招商引資到位
資金之和的4倍。

旅遊文化等四個超百億項目
此次長白山面向全球資本邀約，高鐵新區、寶
馬古城文化旅遊風景區、林海溫泉部落和民俗文

博時QDII基金表現居首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今年以來，
QDII 基金依舊保持強勢，隨着港股通連續呈現資金淨
流入，港股市場發力上行，博時大中華的業績表現也順
勢水漲船高。

化旅遊 4 個超百億元項目以及人參產業園、通用
航空機場、溫泉小鎮、長松雪村等政府性投資項
目備受關注。在 2017 年實施的項目有 22 個，其
餘項目將在2020年前陸續啟動。

博時大中華收益逾12%

長白山開啟全域旅遊時代
為推動上述項目順利實施，長白山文化旅遊產
業投資基金在發佈會後成立，該基金下設特色城
鎮投資基金、產業發展基金、旅遊併購基金、軌
道交通產業基金等若干子基金，總規模預計可達
千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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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偏軟 澳元處偏強走勢

澳元本周二在 76.20 美仙附近獲得較大
支持後走勢偏強，周三重上 77 美仙水
平，周四曾走高至 77.30 美仙附近的 14 周
以來高位，延續上月初開始的反覆攀升走
勢。澳洲統計局本周四公佈 1 月份新增
1.35 萬個就業職位，是連續 4 個月呈現就
業增長，數據導致澳元進一步攀升至
77.30 美仙附近。隨着澳洲自去年 10 月份
至今年 1 月份的 4 個月之內，失業率均處
於 5.6%至 5.7%之間，而就業參與率更窄
幅徘徊於 64.4%至 64.7%水平，數據未有
轉弱傾向，預示就業市場現階段仍保持穩
定，該因素將有助澳元維持近期的偏強表
現。

美通脹上升未撐美元

另一方面，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本周發
出偏向進一步加息的的言論後，美國本周
三公佈 1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按月上升
0.6%，按年更顯著攀升 2.5%，並且是接
近 5 年來最大的按年升幅，而同日公佈的
1 月份零售銷售數據又好於預期，數據配
合耶倫的加息言論，但美元匯價僅短暫出
現偏強走勢後便迅速掉頭回落，反映特朗
普的經濟政策明朗化前，市場對推高美元
匯價抱有戒心，不利美元短期表現，將令
澳元繼續受惠於美元的偏軟走勢。預料澳
元將反覆走高至77.80美仙水平。

經理人調查 加碼新興債市
今年債市投資人面臨美國將繼續加息、歐洲選舉
多之政治風險環境，反觀新興國家則展現高債息、

投資攻略

匯價便宜以及改革契機多之優勢，持續吸引資金回

流。根據二月份美銀美林證券的全球固定收益型基金經理人調查
顯示，新興國家國債加碼程度在各市場中拔得頭籌，並持續看空
美國及核心歐洲國家國債；邊陲歐洲國債更較 1 月明顯看壞，反映
希臘紓困進度膠着及意大利提前大選擔憂。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展望美國通
脹將因特朗普新政策推動而高漲，繼而
推升美債殖利率走揚，而歐洲政治風波
再起，亦可能影響債市持有意願。近期
需留意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在未來幾周公
佈自里根時代以來規模最大的稅改計
劃，以及已表態當選後將脫離歐元區並
舉行脫歐公投的法國總統候選人勒龐之
當選機會率變化。着眼不確定性仍多，
建議投資人可持續側重於評價面、基本
面、政策面能見度較高的新興國家當地

■富蘭克林投顧

債市之配置。

新興債市看好度續領先
根據二月美銀美林針對全球 81 位固
定收益型基金經理人的調查結果，現階
段受訪經理人目光焦點為美國總統新人
新政，過半數的經理人認為稅務改革法
案有望在年底前獲得通過（見表）。
調查中，另外約三分之一經理人也預
期保護主義下，美國可能出現匯市及債
市收益率同步走揚情形，經理人二月持

續看空美債，惟約三成的調查經理人認
為做好美元、美股及做空美國債市。
歐洲部分，將近七成的經理人預估，
歐洲央行年底前將維持購債規模，惟近
三成經理人亦不排除年底前可能降低購
債規模，持續看空核心及外圍國家國
債，惟核心歐洲國家國債可能受惠避險
買盤略為提振。
過半數經理人認為英國央行年底前將
維持貨幣寬鬆政策不變，英國債市持續
看空。新興債市加碼程度居各市場之
冠，反映相較於美國的再通脹議題，新
興市場中的亞洲及歐洲通脹仍較低，提
供較好的風險調整後回報。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
基金經理人哈森泰博表示，特朗普政
策將刺激已處於景氣循環末段的美國
經濟，未來一至兩年會有經濟成長及
通脹升高的環境，風險性資產還有表
現空間，特別是新興市場。現階段特
別看好拉丁美洲，如阿根廷新政府團

隊相當專業而有望促進改革進度。哈
森泰博認為美國就業及薪資增幅穩
定，預期美國通脹及國債收益率將上
升，持續看淡美國國債。

美國稅務改革法案
何時會通過？
機會率
今年年底前

39%

2018年前都不會

30%

今年8月夏季會期休會前

23%

不知道

9%

不認為有機會通過

0%

資料來源：美銀美林證券，於 2 月 3
日至 2 月 8 日針對 81 位全球固定收益型
基金經理人進行調查。

政局憂慮 歐元升勢受限

逢高沽美元 金價乘勢彈

周三紐約 4 月期金收報 1,233.10 美元，
較上日升7.70美元。現貨金價周三回落至
1,216 美元附近後迅速掉頭反彈，重上
1,230 美元之上，周四曾回升至 1,239 美元
附近 1 周高位。雖然耶倫本周的發言傾向
逐步加息，而美國公佈的 1 月份消費者物
價指數以及零售銷售均表現偏強，不過市
場反而有逢高沽出美元傾向，引致美元指
數本周四未能持穩 101 水平，帶動金價反
彈。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 1,245 美
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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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澳 元 ： 澳元 將 反 覆 走 高 至 77.80 美 仙 水
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上試 1,245 美元水
平。

其中，博時大中華美元和人民幣份額年內收益分別達
到 12.76%和 12.00%，居 29 隻同類可比基金冠亞軍。博
時大中華歷史業績表現長期優異，尤其是在去年四季度
大勢下跌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上漲實屬不易。據了解，
博時大中華在嚴格的風險控制下，通過行之有效的資產
配置策略，得以斬獲持續超額回報，通過找尋預期差進
而挖掘出潛在優質標的。

■「十三
五」期間，
長白山開啟
全域旅遊時
代。
記者盧冶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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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周三公佈的美國一月季調後消費物價指數(CPI)
和零售銷售月率雙雙超出預期，美國一月 CPI 跳
升 0.6%，創近四年來最大升幅。1 月零售銷售增
幅亦超過預期，較前月增加 0.4%，分析師預估為
增 0.1%；結合美聯儲主席耶倫周二的鷹派證詞，
使得市場認為美聯儲在 3 月的議息會議上再次加
息的可能性大增，提振美指短暫快速走升，最高
觸及 101.76，但隨後一路滑落，延至周四跌勢仍
然持續，低見 100.67；非美貨幣則先抑後揚，上
演 V 型逆轉。耶倫周三在眾議院的證詞與上日在
參議院所闡述的基本一致，但未有提供下次升息
時機的新線索，她在首日作證時曾暗示相當強硬
的政策立場。

法國勒龐
是否當選影響大
相應美元的回落，歐
元兌美元周四升見
1.0640 水平，從周三所
及 五 周 低 點 1.052 反
彈。不過，隨着歐洲多
國大選臨近，政治不確
定性料仍然會壓制着歐
元走勢。即將到來的荷
蘭、法國和德國大選，
將為投資者所矚目。在
法國，倘若極右翼政黨
「國民陣線」領導人勒
龐 (Marine Le Pen) 當
選，並就歐元區成員國
資格或者退出歐盟進行
公投，歐元可能會遭受
重創。

歐元短期升勢料休整
技術走勢而言，預估

■歐元將面對荷蘭、法國和德國大選的結果所左
右。
歐元兌美元當前阻力在 100 天平均線 1.0740 水
平，下一級將看至 1.0850 及下降趨向線 1.0940。
RSI 及隨機指數已見自超賣區域回升，歐元短期
可能先作休整，但估計升幅將受限。較近支持位
估計在 50 天平均線 1.0590 水平，下一級關鍵在
1.05 水平，周三匯價險守於此區上方，倘若後市
回落此區下方，料歐元將有更強烈之下滑傾向，
進一步支撐將回看1.0360及1.02水平。

美元兌加元上試1.3230
美元兌加元本周於 1.30 水平上方窄幅徘徊，整
體走勢仍受到油價近期的橫行悶局所牽制。技術
走勢而言，預計美元兌加元向上阻力先為 50 天平
均線 1.3230 及 1.34 水平，關鍵阻力則為去年 11 月
及 12 月均曾探試未果的 1.36 關口。支持位仍會矚
目於 1.30 關口，若然後市意外失守，則有機會以
雙頂形態延伸跌勢，下一級支撐可看至 1.28 及
1.2720水平。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05:45

新西蘭 第四季零售銷售季率。前值+0.9%
第四季零售銷售年率。前值+5.1%

07:00
17:00

日本

2月路透短觀調查製造業景氣判斷指數。前值正18

歐元區 12月未經季節調整流動賬。前值405億盈餘
12月經季節調整流動賬。前值361億盈餘
12月直接投資/證券投資流動情況。前值流出63億

17:30

英國

1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9%。前值-1.9%
1月零售銷售年率。預測+3.4%。前值+4.3%
1月扣除能源的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7%。前值-2.0%
1月扣除能源的零售銷售年率。預測+3.9%。前值+4.9%

23:00

美國

1月領先指標月率。預測+0.5%。前值+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