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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親商界的中間派總統候選人馬克龍躋身總統

大選次輪投票，得票率更居首，避免了極左候選人

梅朗雄與極右候選人勒龐的「兩極對決」局面，市

場疑慮一掃而空，刺激全球股市上揚，其中法國

CAC指數昨日一度勁升226點或4.5%，報5,285

點，創9年來新高；德國DAX指數亦升穿12,400

點水平，報12,408點，飆升359點，更創歷史新

高；英國富時100指數則升130點，報7,245點。

追蹤藍籌股的歐洲斯托克 50 指股大升

3.7%，是2年來最佳。

法避過「兩極對決」德法股新高
美股早段升逾200點

美股方面，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昨日早段急升，報20,753點，

升 205 點；標準普爾 500指數報
2,374點，升25點；納斯達克綜合
指數報5,977點，升67點。受法
國選舉結果消息刺激，加上日圓
下挫有利日企提升海外盈利，日
經平均指數昨日升255點，收報
18,875點，澳洲和韓國股市亦分別
升0.3%和0.4%。MSCI新興市場指
數昨升0.5%，連升3日。

專家：勒龐未out 股市存風險
美國投行高盛的投資策略研究團隊前日曾發表報告，指股票市

場表現早已反映法國總統大選首輪投票結果的因素，預計結果
出爐後，法股極其量只有溫和升幅，然而股市昨日急升，顯示
高盛明顯低估市場反應。不過，美國保德信金融集團市場策略師
克羅斯比提醒投資者，指勒龐仍未出局，股市依然存在風險。
債市方面，法國10年期債券與同年期德債的息差昨日急速
收窄，從4月中約75個基點，一度跌至43個基點。摩根大通
嘉誠分析師認為，德債明顯已超買，與其他國家的債券息差應
會繼續收窄，預計有利股市尤其金融股。

■法新社/美聯社/CNBC/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金融分析機構Dealogic數據顯示，今年首季新
興市場政府和企業，合共發行總值1,790億美元
(約1.4萬億港元)的美元計價債券，規模為歷年同
期最多，較去年同期高出逾一倍。分析警告，一
旦美國經濟增速放緩、利率升高或美元恢復升
勢，將為坐擁大量美元債券的新興經濟體帶來衝
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早前警告，美債存在

風險，若投資者出現避險情緒，可能有總值
1,350億美元(約1.05萬億港元)的公司債面臨償付
問題。IMF金融顧問阿德里安指，2013年美國
聯儲局發出將結束買債訊息時，便引發「縮減恐
慌」，隨後全球利率飆升，新興市場貨幣大跌，
打擊新興經濟體，如今風險依舊存在。
分析指，如果美元升值，擁有大量美元債務、

無美元收入或擁有龐大經常賬赤字的公司，以及
國際收支赤字大、外匯儲備水平低的國家，例如
馬來西亞、南非、委內瑞拉和土耳其等，償債風
險尤其高。

■《華爾街日報》

日本電子生產商東芝因業務大幅虧損，擬出售
晶片業務救亡，台灣鴻海集團被視為熱門買家之
一，但韓國SK集團會長崔泰源昨日親赴日本，
會晤東芝高層，說明集團對晶片業務願景，希望
打動東芝將SK集團列為「優先協商對象」。若
SK集團贏得這場收購戰，將成為全球第2大晶
片生產商。
崔泰源因涉及前總統朴槿惠干政醜聞，遭禁離

境4個月，他於禁令期限甫結束即飛赴日本，可
見他極重視此次交易。外界傳SK集團出價2萬
億日圓(約1,413億港元)求購東芝晶片業務，但仍
較鴻海提出的收購價低1萬億日圓(約706億港
元)。
外界分析指，由於美國晶片企業威騰電子是東

芝的合作夥伴，東芝在選定「優先協商對象」
前，必須徵得威騰同意，因此崔泰源此行可能會
與威騰高層會面。 ■韓聯社

東芝收購戰
韓SK會長赴日游說

美債發行歷年最多
新興市場陷風險

法國中間派總統候選人馬克龍與極右「國民陣線」的勒龐將在
大選次輪對決，加上馬克龍料可勝出，減輕市場對極左或極右候
選人當選的憂慮。《華爾街日報》指出，歐洲多國選民轉向中間
派，未有追隨全球民粹主義抬頭的趨勢，令金融市場鬆一口氣。
該報分析認為，若馬克龍最終勝選，歐洲及歐元的前景將更
樂觀，理由是經歷英國公投脫歐，以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後，奧地利、荷蘭和現在的法國選民均轉向中間派，遏止全球
民粹主義思潮，令市場更易預測未來政策。

德法債或反彈
市場預計法國國債表現將會反彈，目前正注視同樣重要的德
國債市。德債及美債等避險債券孳息率過去6周急跌，令投資者
擔心經濟前景，不過若此跌勢部分原因是市場擔憂極端主義者
當選法國總統造成，現時下行壓力應有所減緩，加上債券孳息
率受全球因素影響更大，德債回升也可推高美債。隨着政治風
險淡化，市場焦點將落在美國聯儲局會否收緊貨幣政策，以及
歐洲央行會否改變超寬鬆貨幣政策的立場。 ■《華爾街日報》

法國中間派候選人馬克龍在總
統大選首輪投票勝出，紓緩法國
脫離歐元區的風險，刺激歐元兌
美元匯價昨早一度高見1.094美
元，是去年 11 月 10 日以來新
高，其後升幅收窄，中午報
1.0844，仍升逾1%，歐元兌日圓
匯價更升2.1%，報119.34日圓；
歐元兌港元曾升穿8.5大關，報
8.5099。避險情緒消減，金價早
段一度急挫 1.5%，報每盎司
1,265美元，為上月2日以來最大
跌幅。

歐元上升導致追蹤美元兌
一籃子貨幣的美元指數下
跌0.8%，報99.179。澳洲
國民銀行外匯策略部主管
厄崔爾表示，市場憧憬馬克

龍兩周後將成為下任總統，因此
大手買入歐元。澳新銀行商品市
場分析師海因斯表示，馬克龍在
首輪投票勝出，令投資者放心減
少避險投資。

日圓仍受追捧
隨着法國大選首輪投票塵埃落

定，投資者焦點轉移至其他地區
的地緣政治風險。分析認為，朝
鮮半島局勢有升溫跡象，避險貨
幣日圓仍會受追捧。此外，歐洲
央行及美國聯儲局將先後在兩周
內舉行會議，其貨幣政策動向備
受市場關注，加上美國政府或陷
入停擺危機，故仍充斥不穩定因
素。

■路透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歐元5個月新高 金價曾跌1.5%
歐多選民轉中間派

市場鬆口氣

■當局出動大批職員密密點票。 路透社 ■職員展示印有候選人名稱的選票。 美聯社

■■法國大選票箱法國大選票箱
清空一刻清空一刻。。

■■法國法國CACCAC指數勁升指數勁升，，創創
99年來新高年來新高。。 彭博社彭博社

馬來西亞國家投資基金一馬發展公司
(1MDB)，早前與阿布扎比主權財富基金國際石
油投資公司(IPIC)爆出65億美元(約506億港元)違
約糾紛，雙方昨日宣佈達成和解協議，1MDB同
意向IPIC支付12億美元(約93億港元)，從而避
免事件進入仲裁程序。
IPIC昨日向倫交所提交文件公佈消息，根據

協議，馬來西亞將在7月底前支付一半款項，其
餘則在年底前支付。1MDB亦會償付IPIC發放
的緊急貸款，以及1MDB無法償還債券時IPIC
支付的利息。
1MDB與IPIC早年達成一系列協議，IPIC同
意為1MDB部分債務擔保，以便1MDB能夠更
易在全球集資。1MDB堅稱向IPIC支付35億美
元(約272億港元)作為擔保抵押，但阿布扎比方
面否認收過錢。據稱這筆「失蹤」的資金可能已
被雙方高層挪用。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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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扎比主權基金糾紛
1MDB 93億和解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經濟部
副部長金萍，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辦公室主任朱興保，香港中華總商會榮譽
會長、江蘇旅港同鄉聯合會會長馬忠禮，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總裁藍於平，中國海
外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周勇，鍾山有限公司
董事長、香港江蘇企業協會會長黃宏亮，
香港江蘇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泰州市旅
港同鄉會會長姚茂龍，泰州市委常委、常
務副市長楊傑蒞臨主禮。

楊傑：泰州是創業投資的熱土
楊傑致辭時表示，泰州是長三角城市群

中的一個年輕地級市，泰州地理位置好，
是整個長三角地區的地理中心；泰州歷史
文化好，是祥瑞福地、祥泰之州；泰州產
業結構好，生物醫藥、港口造船和新能源

新材料產業發達；泰州生態環境好，水繞
城、綠抱水，是一個宜居之城。泰州是創
業投資的熱土，市場空間廣闊、產業特色
鮮明、交通便捷通暢、人力資源充沛、政
務環境優越，真誠邀請到泰州實地考察、
投資興業，實現攜手發展、互利共贏。他
表示，泰州將繼續全力打造最能富商的市
場環境、最能安商的法治環境和最能親商
的政務環境，讓走進泰州的企業更好、更
快地發展壯大，讓每一位客商投資放心、
發展安心、生活舒心。

馬忠禮：合作交流大有可為
馬忠禮致辭表示，中總成立於1900年，
是香港最老的商會之一，擁有6,000多名會
員，業務遍及本港工商各個行業。同時，
還與世界華商有着廣泛的聯繫，是世界華

商會的三大發起人之一。多年來，中總堅
持「立足香港、背靠內地、面向世界」的
原則，與內地政府和工商界開展廣泛的合
作和交流。當前，香港正搶抓「一帶一
路」建設機遇，尋找經濟發展的新起點、
新市場，中總也決心在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方面有所作為。 泰州的經濟發展特
點，契合了香港經濟轉型升級的發展趨
勢，符合中總加強與長三角城市合作的思
路，雙方的合作前景光明，合作交流大有
可為。
泰州市高港區委書記顧萍，泰州市發改

委主任祝光，泰州市商務局局長何衛東，
泰州市外僑辦主任何軍，泰州市政府副秘
書長戚才俊以及來自香港商會、工商界的
代表和簽約客商，泰州各市（區）、醫藥
高新區負責人等出席了簽約儀式。

由香港市集協會主辦、蘭桂坊協會作為場地夥伴的蘭
桂坊街頭美食節，去年贏取了廣大市民及遊客歡迎，希
望將之變身成為一年一度的盛事！今年以Spice Market
(香草香辣飲食)為主題饗客，為這個萬眾矚目的大型戶
外派對帶來別開生面、色香味全的繽紛樂趣，定於4月
29日至30日盛大舉行。
美食節以香辣美食為主題，匯聚了本地及來自世界各

地的香辣街頭美食逾50個攤位，提供各式獨特的中西
美食醬汁、香草、小食和飲品，價格低至由$25起。美
食節期間還有連場精彩的街頭表演，包括魔術、雜耍、鼓樂、舞蹈等等，又有各種有趣的遊戲
和手工藝品攤檔，真的老幼咸宜。

吉林省外事（僑務、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
任張玉奪日前率領吉林省港澳辦工作組到訪灣
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雙方就加強經貿合作
等議題展開廣泛交流。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
會主席李鋈發歡迎張玉奪一行到訪。
李鋈發表示，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作
為香港重要的工商團體，聯繫和團結香港灣
仔區、中西區各工商業界友好人士，創建穩
健營商平台，拓展香港及內地的商貿投資活
動，為香港社會的繁榮、進步做出應有的貢
獻。今次吉林省港澳辦工作組到訪，將進一
步促進香港與吉林各界人士的聯繫和了解。
展望未來，該會將和吉林省港澳辦保持密切
聯繫，實現衷誠合作，為推動吉林和香港的
共同繁榮、進步做出新貢獻。
張玉奪感謝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的熱
情接待。他表示，吉林省作為國家重要的工

業基地和商品糧生產基地，不僅擁有發達的
製造業和農業，旅遊產業的優勢亦十分明
顯，非常適合香港工商界人士投資興業。他
歡迎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到吉林省考察
訪問，尋找商機，互利共贏。
出席活動的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成員

包括：榮譽會長李廣林、副會長嚴偉貞、陳
國斌、董事洪藝林、黃浩昇、林志成。

■第一屆蘭桂坊街頭美食節空前成功

第二屆蘭桂坊街頭美食節將舉辦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成員與吉林省港
澳辦工作組成員合影

吉林省港澳辦工作組到訪灣仔中西區工商聯
2017中國泰州（香港）投資推介會暨項目簽約儀式圓滿舉行
2017中國泰州（香港）投資推介會暨項目

簽約儀式日前假香港江蘇中心圓滿舉行。泰

州市人民政府與鍾山有限公司簽訂了戰略合

作協議，與香港中華總商會（中總）簽訂了

友好合作備忘錄，成立了泰州市香港聯絡處

和香港泰州留學生協會。總投資達22.34億美

元，涉及先進裝備製造、生物醫藥、新能源

新材料、現代服務業和融資租賃等行業的18

個項目，進行了項目簽約儀式。 ■■項目簽約儀式現場項目簽約儀式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