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成「中國製造2025」試點示範城市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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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AIG服務業指數。前值49.0
3月Markit/ADACI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預測54.3。前值54.1
3 月 Markit 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預測58.5。前值58.5
3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預測57.6。前值57.6
3 月 Markit 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預測55.6。前值55.6
3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
值。預測57.0。前值57.0
3月Marki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終值。預測56.5。前值56.5
3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
值。預測56.7。前值56.7
3月Markit/CIPS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預測53.5。前值53.3
3月ADP民間就業崗位變動。預測增加
18.5萬個。前值增加29.8萬個
3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前值53.2
3月Marki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終值。前值52.9
3月供應管理協會(ISM)非製造業指數。
預測57.0。前值57.6
3月供應管理協會(ISM)商業活動分項指
數。預測61.5。前值63.6
3月供應管理協會(ISM)就業分項指數。前值55.2
3 月供應管理協會(ISM)新訂單分項指
數。前值61.2
3月供應管理協會(ISM)投入物價分項指
數。前值57.7

金匯錦囊
澳元：將反覆走低至74.50美仙水平。
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70美元水平。

澳元上周四受制76.80美仙附近阻力後走勢偏
軟，本周初失守76美仙水平後跌幅擴大，周二曾向
下逼近75.45美仙附近3周低位，延續過去兩周的反
覆下行走勢。
澳洲央行本周二會議維持貨幣政策不變，會後聲
明顯露澳洲就業市場近期表現不振，持別指出失業
率小幅上升，預示澳洲統計局下周四公佈的3月份
失業率將高於2月份的5.9%，有機會重上6%水平，
並回升至去年初的高點，消息明顯對澳元走勢構成
負面影響。

澳元料下試74.5美仙
另一方面，聲明內容預期今年整體通脹率將回升
至2%之上，重返澳洲央行2%至3%的通脹目標範
圍，並降低央行往後減息的機會，不過聲明再次重
申澳元匯價自2013年開始的下跌有助澳洲經濟，反
映央行現階段依然傾向讓澳元匯價低位運行。此
外，聲明認為工資增長緩慢，核心通脹依然低企，

該些因素將令澳洲央行繼續長時間保持現行利率不
變，反而美國聯儲局偏向繼續加息，澳元對美元的
息差優勢將進一步收窄。
受日圓匯價偏強影響，澳元兌日圓交叉匯價連日

下跌，本周二更下挫至83.35附近4個多月來低位，
不利澳元短期表現，預料澳元將反覆走低至74.50美
仙水平。
周一紐約6月期金收報1,254美元，較上日升2.80

美元。現貨金價上周五在1,240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
持後連日反彈，重上1,250美元之上，本周二升幅擴
大，一度走高至1,260美元附近1周高位。
雖然美元指數近日呈現反彈，不過歐盟與英國正

展開脫歐談判，法國大選將於本月下旬舉行首輪選
舉，而俄羅斯聖彼得堡又發生地鐵恐怖襲擊，市場
避險氣氛升溫，繼續對金價形成支持，預料現貨金
價將反覆走高至1,270美元水平。

亞企盈利改善 周期股基金看好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指出，依據
IBES 3月24日發表的最新預測，今
年亞股盈利增長率料達15.7%，即
相較於去年底預測的12.9%明顯上
調。再者，亞股預測市盈率相較全
球股市亦有逾二成折讓空間，在基
本面、評價面優勢與通脹議題加持
下，預期亞股具備持續吸引資金流
入的優勢，後續仍有表現空間。

亞股市盈率有二成折讓
產業配置上，今年以來經濟周期

類股相較防禦性類股折讓幅度雖已
明顯縮減，但仍呈現深度折讓狀

態，持續看好經濟周期產業，可望
在經濟展望提升與企業盈利動能改
善的趨勢下受惠資金青睞。

中國規模工業盈利急升
中國1月至2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
業盈利較去年同期增長31.5%，增
速攀至71個月新高，受惠供給側改
革削減部分上游產業過剩產能，推
動生產者物價指數攀升、挹注國有
企業盈利表現。
德意志銀行分析，強勁的盈利動

能來自銷售增長與毛利提升，銷售
增長包含價格上漲與銷量增加，產

能利用率提升也有助毛利改善。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就股市

走勢而言，因時序鄰近季底、中國
金融體系資金狀況較為緊繃，導致
A股市場近期表現較弱。
不過進入四月份第二季度後，預

期中國金融體系資金緊繃狀況將能
緩解。
觀察今周「習特會」與4月中旬
美國財政部將公佈最新匯率操縱國
報告，若兩國間針對貿易與匯率之
攻防不若市場預期嚴重，則可望化
解市場擔憂，並持續推升中國股市
表現。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在中國經濟

持穩、印度與

印尼加速增長

帶動下，預期2017年亞洲整

體經濟增長動能將較2016年

小幅提升，雖然實質經濟增

長率僅小幅上調，但伴隨通

脹增溫也推升經濟增長率，

由於經濟增長率與企業營收

以及盈利動能相關性較高，

因而帶動亞洲股市企業盈利

動能提升，經濟周期產業基

金前景看好。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央行議息不變 鴿派言論打壓澳元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本周投資者風險意願受到多項因
素打壓，其中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
即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
以及俄羅斯發生炸彈襲擊等。俄羅
斯聖彼得堡地鐵車廂周一發生爆
炸，導致14人死亡、近50人受傷。
該事件疑為自殺式炸彈襲擊，與激
進的伊斯蘭分子有關；爆炸事件加
劇了市場緊張情緒。
另外，投資者亦謹慎應對即將於

本周四及周五習近平與特朗普的會
晤，特朗普周日在接受《金融時報》
採訪時堅稱，有可能利用貿易作為確
保中國在朝鮮問題上合作的籌碼；同
時，特朗普上周發表推文稱，這場備
受矚目的會面「將會非常艱難」，屆
時料將討論兩國在貿易、朝鮮和中國
在南海戰略方面的分歧。這讓投資市
場頗為緊張，打擊風險較高資產並迫
使投資者買進日圓、黃金和美國公債
等資產避險。

稱就業市場指標好壞不一
澳元兌美元周二跌至三周低位，

澳洲央行在月度政策會議上維持利
率不變，並對就業市場健康狀況表
達謹慎看法。澳元兌美元跌至
0.7550水平，遠離上個月所及年內
高位0.7750。澳元兌日圓也跌至今
年以來最低83.40水平，因日圓受益
於當前避險熱潮。澳洲央行周二連
續第八個月維持利率在紀錄低位
1.5%不變，符合普遍預期；但澳洲
央行對就業市場的溫和評論令市場
人士感到意外。澳洲央行指出一些
就業市場指標最近走軟，而在上次
聲明中，澳洲央行稱就業市場指標

表現好壞不一。此外，澳洲央行對
樓市看法謹慎，亦打壓澳元。

技術走勢預示延續弱勢
技術走勢所見，相對強弱指數及隨

機指數處於下
跌，10天與25
天平均線處於
交疊，很大機
會呈現利淡交
叉，預示着澳
元將延續弱
勢。當前的支
撐料為200天平
均線0.7550及
250 天平均線
0.7520水平；
而更為重要的
當為3月9日低
位0.7491，自1
月至今，澳元
走勢歷經兩輪
起伏，圖表上
已構成了雙頂
形態的雛形，
因此若澳元跌
破上述位置，
則恐防將迎來
更深幅的下跌
空間，以最近
一個頂部的高
度計算，向下
延伸259點的跌
幅將會達至
0.7232。 另
外，以黃金比
率計算，由去

年12月23日低位0.7160至今年高位
0.7750累積升幅590點子，若作出50%
及61.8%的調整水平將為0.7455及
0.7385。上方阻力則會參考25天平均
線0.7620及0.7680，關鍵阻力仍會聚
焦0.7720至0.7750區域，自去年8月
以來，澳元屢次上攻此區間均是無功
而還。

■責任編輯：黎永毅 20172017年年44月月55日日（（星期三星期三））B4

避險氣氛升溫 金價走高
動向金匯

馮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記者從成
都市新聞辦獲悉，工業和信息化部日前批覆同意
《成都市創建「中國製造2025」試點示範城市實施
方案》，成為內地第二批、西部首批「中國製造
2025」試點示範城市。

四方面量化 冀形成率先示範效應
據悉，成都試點示範從2017年至2019年分3年推

進，每年度在創新能力、質量效益、兩化融合、綠
色發展四個方面進行量化。計劃到2019年，實現政
產學研用協同創新、軍民深度融合創新兩大通道率
先突破，「創新能力」「質量效益」「兩化融合」
「綠色發展」在全國形成率先示範效應。

推進「蓉歐+」陸港產業園建設
成都將積極推進「蓉歐+」陸港產業園建設，引

進歐洲端及蓉歐快鐵沿線國家地區優勢產業和技術
研發企業。此外，成都還將在人才引進提升、土地
供應保障、市場體系建設、金融服務支持、信息技
術支撐、企業培育扶持、產城融合發展等方面抓好
頂層設計和政策引導，構建務實高效的產業生態體

系。
為應對新的國際國內環境，立足國際產業變革大

勢，內地提出「中國製造2025」發展戰略。2016年
8月，浙江寧波獲批全國首個「中國製造2025」試
點示範城市，隨後，蘇南城市群和珠江西岸城市群
整體獲批。近期，武漢、泉州、成都等多個城市正
式通過專家組審批，成為第二批「中國製造2025」
試點示範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楊韶紅甘肅
報道)在蘭州環境能源交易中心的推
動下，甘肅平涼市排污權交易上月
鳴鑼開市，通過蘭州中心的交易系
統，甘肅平涼工業園區安監環保局
組織了平涼市2017年首次排污權交
易，平涼市寶馬紙業有限責任公司
通過交易系統順利完成二氧化硫

12,000 公斤、氮氧化物 48,000 公
斤、化學需氧量87,800公斤、氨氮
1,100公斤的市場交易，總成交額達
55.61萬元人民幣。
甘肅平涼市有關部門負責人表

示，平涼作為甘肅省排污權交易試
點城市之一，這是深入貫徹落實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

享」的發展理念，創新城市管理體
制機制，創新促進節能減排，引入
市場機制減少環境治理成本的重要
舉措，該市已為此做了大量工作積
極準備，交易的啟動是一個重要的
里程碑。據了解，甘肅有計劃進一
步探索相關經驗，繼續推進在全省
更大範圍的規範交易。

甘肅全面啟動排污權交易試點

香港文匯報訊（本報記者 楊奕霞
山東報道）第三屆「青島·東亞版權
創意精品展示交易會」（以下簡稱
「東亞版交會」）定於4月14至16
日在青島國際會展中心舉辦。本屆
展會以「版權推動發展，創意成就
夢想」為主題，期望發揮青島在
「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區位優勢和
版權保護及相關產業發展等優勢，
擴大東亞地區等國際間的交流與合
作，促進山東省版權產業發展。預

期屆時版權交易簽約將達到30億元
人民幣以上。
青島市文廣新局副局長、市文化

執法局局長韓大鈞在新聞發佈會上
表示，「東亞版交會」是繼國家版
權局主辦的「中國國際版權博覽
會」之外的，唯一一個由地方承辦
的國際化版權交易盛會。本屆展會
設主賓國展區、全國版權示範城
市、山東版權創意成果、工業設
計、動漫遊戲、影視音樂、藝術美

術、新聞出版展區等板塊，展位面
積1.2萬平方米。

國內外逾300家企業參展
目前，已有國內外300餘家高端版

權屬性企業確定參展，其中不乏馬
來西亞紅蜻蜓出版社、世界動畫協
會、國際設計協會等全球知名的國
外版權屬性企業或組織。馬來西亞
將作為本屆展會的「主賓國」參
展。

青島「東亞版交會」下周開展

■四川藍光英諾公司實驗人員正在檢驗3D打印血
管。 本報四川傳真

■圖為福建福清市一家玻璃企業員工在生產車間作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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