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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出口較預期強勁企業盈利動能攀升、
通脹壓力未如預期嚴重，以及美元未如預期
強勢等三項總體經濟與企業面的正向發展，
帶動資金回流亞洲市場，統計上半年包含香
港、韓國、台灣、印度以及新加坡、越南等
股市漲幅皆逾一成。
展望下半年，雖然出口加速增長的步伐可
能有所放緩，但食物與能源價格下滑輔以貨
幣升值仍將持續抑制通脹上揚，給予亞洲區
內央行可以有較預期鴿派的政策空間，只要
美國聯儲局政策態度未明顯轉趨鷹派、美元
未過於強勢，預期具備基本面優勢的亞股仍
有吸引資金回流空間。

料盈利增長24%勝大型股
依據摩根大通報告數據顯示，今年度亞洲
小型股盈利增長率預測高達23.9%，即明顯
優於大型股15.8%的預測值，企業盈利動能
強勁為小型股具備的最大優勢，且因為還在
早期營運階段，後續增長潛力與資本增值空
間將更為可觀。

小型股納入指數受追捧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基金經理人賽加爾指
出，在現階段經濟溫和增長的環境中，可通過較小型亞
洲企業投資於全球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很多發展最快的公
司。小型企業的營運擴張與股價上漲通常為倚賴內生增
長與來自當地市場的發展，而非由全球總體經濟因素或
以買回庫藏股的方式等金融工程所推動。除內生增長
外，較小型企業獲納入指數進而吸引被動式資金投資
者，同時也可能吸引主動式資金流入，加以亦有機會成
為潛在併購標的，諸多推動股價走強的動力在很大程度
上，獨立於總體經濟因素。隨着小型企業將本地市場營
運的成功模式擴展至鄰近市場甚至全球，往往可以享受
到加速增長的過程帶來市值擴張的回報。

生科醫保基金「旺季到」

鉅亨網投顧指出，去年開始，生物
科技產業受到美國政策面的影響，股
價表現受壓抑。

生科指數今月漲12%
不過最新的消息指出，接下來美國

官方除了有望放鬆監管法規對於新藥
的核准速度外，還將排除國外藥廠向
美國藥廠買藥的准入規則，希望為美

國藥廠找尋更多的海外訂單並抑制藥
價。在此利多的推升下，生物科技指
數出現一波大漲，NBI生物科技指數本
月以來漲幅達12%，不僅月線擺脫季
線及半年線的糾纏，更突破2016年以
來的區間整理位置。
截至4月，美國消費者每年花在醫療

保健、藥品及保險費用的支出高達2.96
萬億美元，比2000年初時的1.12萬億

美元高出不少，佔整體消費者支出的
比重高達22.5%。鉅亨網投顧指出，若
再加上聯邦保健及醫療保險支出的1.08
萬億美元，美國每年花在醫療支出超
過4萬億美元，這也是去年美國總統
大選時，兩方候選人都提出醫療改革
的主因。但全球製藥公司中，美國公
司佔比為47.7%；生物科技公司中，
美國佔比更高達75%，若單純壓低藥
價，對創新龍頭之一的美國生物科技
公司將帶來嚴重衝擊。因此特朗普政
府以保護智慧財產權、減少不公平管
制等擴大海外市場的方式，達到以量
制價的目標，對消費者及藥廠可達雙
贏。

三季度美新藥審批加速
鉅亨網投顧進一步指出，下半年多

為傳統重要醫學年會召開時期，各家
藥廠及生物科技公司多會趁此時公佈

新藥，而此情況又以生物科技公司最
為明顯。根據統計數據顯示，2015及
2016年第四季時製藥公司第三階段藥
物數目都為當年度最高，而生物科技
公司第三階段藥物數目則是大幅增
加。時序即將進入下半年，加上美國
FDA新藥審核速度正在加速，下半年
製藥及生物科技類股都可望陸續有好
消息傳出。

下半年基金表現較佳
鉅亨網投顧總經理朱挺豪表示，值

得留意的是，不管是大型製藥或是生
物科技公司，下半年潛在新增藥物數
目都高於上半年，股價表現自然也較
優異。從2000年以來，生物科技類股
第三及第四季平均漲幅為2.6%及3%，
醫療保健類股第四季平均漲幅也有
3.5%，建議投資者別錯過下半年的製
藥及生物科技類股。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過去一周全球表現最強的指數非生物科技類股莫

屬，單周上漲將近一成的表現，吸引全球投資者關

注。在經過這波上漲後，生物科技指數正式突破去

年以來的盤整區間，加上市場傳言指出白宮有可能

推出新命令加速新藥核准速度及對藥廠的限制，自第三季起又是

醫學年會的高峰期，且根據統計，下半年不論醫療保健及生物科

技類股都有好表現，建議投資者可開始佈局生物科技基金以迎接

生物科技、製藥類股的行情。 ■鉅亨網投顧

央行政策不變 日圓再度下行
動向金匯

馮 強

美元兌日圓本周初在111.15附近獲
得較大支持後迅速轉強，周四曾向上
逼近112.95附近6周高位，周五走勢偏
軟，一度回落至111.75附近。美元本
周表現偏弱，雖然美國聯儲局主席耶
倫的發言傾向逐步加息，同時美國首
季經濟增長年率亦上修至1.4%，高於
前值的1.2%增幅，但美國5月份耐用
品訂單數據轉弱，再加上美國總統特
朗普的醫保議案要推遲表決，凸顯施
政受到掣肘，美國短期將難以推出振
興經濟的刺激措施，令美元現階段缺
乏上升動力。此外，歐洲央行行長德
拉吉以及英國央行行長卡尼本周先後
暗示有緊縮貨幣政策的傾向之後，歐
元兌日圓以及英鎊兌日圓等主要交叉
匯價本周馬上出現大幅攀升走勢，日
圓顯著受壓，是帶動美元兌日圓重上
112水平的原因之一。

通脹率遠低於2%目標
另一方面，日本央行副行長岩田規久

男在上周重申對達至2%通脹率有信心
之際，日本總務省本周五公佈5月份扣
除新鮮食品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按月
增長停滯，按年則有0.4%升幅，數據
顯示通脹率依然遠低於央行的2%目標
範圍，並且更大幅低於歐元區及英國的
通脹水平，反映日本央行現階段難以跟
隨歐洲央行以及英國央行的緊縮行列，
該因素將暫時不利日圓匯價的表現。
日本總務省本周五公佈5月份兩人以

上家庭的月度平均消費支出上升
0.4%，但按年的實質支出卻下跌
0.1%，並且連續15個月下跌。此外，
日本厚生勞動省上周五公佈4月份實質
工資按年增長停滯，顯示工資的增幅
未足以帶動通脹回升，而日本央行在
本周初公佈6月份政策會議的撮要中，
亦表示要達至2%通脹目標，依然是路
途遙遠，日本央行將繼續傾向保持現

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不變，預示日本央
行與歐美主要央行的政策往後將出現
重大歧異。

美元兌日圓料上試113
繼日本 4月份核心機械訂單下跌

3.1%，日本經濟產業省本周五公佈5月
份工業生產按月下跌3.3%，大幅遜於4
月份的4%升幅，顯示工業生產有掉頭
轉弱傾向，不利日本經濟表現，不排除
日本內閣府8月14日公佈的第2季經濟
表現可能遜於首季的1%年增率。隨着
歐元兌日圓以及英鎊兌日圓等主要交叉
匯價走勢偏強，再加上澳元兌日圓升幅
持續擴大，增添日圓下行壓力，預料美
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13.00水平。

金價反彈乏力短線看淡
周四紐約8月期金收報1,245.80美
元，較上日下跌3.30美元。現貨金價
本周連番受制1,253至1,258美元之間
的主要阻力位之後，本周尾段大部分

時間低處於1,242至1,248美元之間，
未能重上1,250美元水平，走勢有進一
步下行傾向。受到歐美主要央行均陸
續傾向利率正常化，市場氣氛將暫時
不利金價表現，金價有機會延續過去3
周多以來的反覆下跌走勢。預料現貨
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36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

113.00。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下試1,236美元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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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基金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復甦，中小型企業增長
動力強。圖為韓國物流港口。 資料圖片

上海探索引導文化市場化「合肥造」12吋晶圓試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甘肅報道）甘肅省商務廳廳長張應華近日表示，以「共建『一帶一路』，推進互利

共贏」為主題的第二十三屆中國蘭州投資貿易洽談會（簡稱蘭洽會）將於7月6日至9日舉行，馬來西亞、尼泊

爾將擔任主賓國，上海合作組織、中國—東盟中心等兩個國際組織，北京、天津等24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港澳台地區，以及深圳、福州等城市確認參會。

本屆蘭洽會由商務部、國家工商總局、
國務院台辦、全國工商聯、中國僑

聯、中國貿促會、甘肅省政府和中國—東
盟中心主辦，境內外21家商協會聯合協
辦，重點圍繞「一帶一路」戰略，結合
「十三五」發展熱點領域，以培育戰略性
新興產業發展和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大健
康產業、新材料新技術、電子商務升級、
創業創新發展等為重點，舉辦引領性、導
向性、國際性的論壇、展覽和投資貿易促
進活動。

逾1500家境內外企業參展
展會設置了絲綢之路國際合作、省區市

投資合作、新材料新技術、大健康產業、創
業創新、進口商品等多個展區，主展館室外

廣場還設置了特種車輛和新能源車輛展覽展
示活動。馬來西亞、尼泊爾、俄羅斯等24
個國家，北京、天津、上海等17個省區市
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及港澳台地區和深
圳、福州等城市共有1,500多家境內外企
業、3,000多名參展商參展。
張應華特意強調，本屆蘭洽會圍繞主體

活動，創新宣傳方式，利用大公文匯新媒
體＋客戶端等微信公眾號平台，並在香港文
匯網首頁置頂設置流動廣告，重點加大了對
外宣傳力度。
此外，還在蘭州中川國際機場18個進出
廊橋分別設置宣傳板，在省內各主流媒體
適時發佈蘭洽會相關信息，蘭洽會辦公室
亦開通了「蘭洽會組委會」微信公眾平
台，隨時宣傳、更新蘭洽會相關動態。

蘭洽會下周開 聚焦「帶路」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李兵 成都報道）
「我們所展出的C919
航電系統、機載娛樂系
統等，引起許多國際客
商關注。」剛剛參加完
第52屆巴黎國際航空
航天博覽會的電科航電
負責人日前表示，是次
航展該公司收穫頗豐，
走向國際化市場邁出了
重要一步。
在這次航展中，電科航電集中展示了航
空電子、通用航空等領域的「高精尖」產
品，如國產大型客機C919機載娛樂系統、
新一代渦槳支線客機MA700的通信導航系
統，以及為中國新一代大型水陸兩棲飛機
AG600獨立研製的通信導航系統等。
據悉，隨同電科航電一起赴法參展的

還有成都翼高九天科技公司、四川海特高
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傲勢科技有限

公司。這一批來自成都高新區的企業，向
海外集中展示了成都航空航天的飛速發
展。

10餘家中國企業參展
巴黎航展每兩年一屆，是業界公認的

世界上規模最大、最負盛名、歷史最悠
久的國際航空航天展會。今年的巴黎航
展，共計48個國家和地區的近2,400家
參展商參加，10餘家中國企業參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 合肥報道）
安徽省最大的集成電路產業項目合肥晶合
12吋晶圓製造基地項目（一期），近日舉
行竣工典禮暨試產儀式，「合肥造」首批
12吋晶圓將在今年7月中旬正式下線。該項
目總投資額約128億元（人民幣，下同），
位於合肥綜合保稅區，總佔地面積316畝。
項目全部達產後可實現4萬片12英寸晶圓的
月產能，年產值約35億元。

總投資超百億元
合肥晶合12吋晶圓製造基地項目由台灣
力晶科技股份公司與合肥方合資共建，主要

為京東方等平板顯示企業配套生產液晶面板
驅動芯片。合肥晶合集成電路有限公司總經
理室幕僚長、品質長黃宏嘉博士接受記者採
訪時介紹，他親自參與和親眼見證了24個
晶圓廠的拔地而起，遍佈在美國、意大利、
日本等世界各地。合肥的晶圓廠是第25
個，也是與現在台灣本部的晶圓廠同等設計
規模。「內地市場對集成電路的迫切需求，
讓我們對大尺寸晶圓製造充滿了信心。」此
次試投產之後，再經過可靠性測試和產品認
證等環節，今年10月，「合肥製造」的晶
圓就可以實現量產，到年底可實現每月
3000片的產能。

「成都造」組團亮相巴黎航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上海

報道）隨着內地文化產業發展，文化
金融逐漸成形並浮出水面。主打「文
化+金融」概念平台的宋明客廳日前
在滬舉辦藝術品鑒會，與會者除欣賞
藝術品外，更是學會識別文化產業的
價值所在。主辦方稱，要用金融的思
維去推動國內傳統藝術文化市場化，
想讓瑰寶國粹有機會站在資本市場的
舞台上發揚光大。
宋明客廳主人翟明告訴記者，作為

軟財富的文化，真正要成為硬財富還
需構建自身的價值體系和流通轉化體
系，特別是文化的一些高階產品，其
最終是希望得到或達到商業的認可。
但目前很多文化產品存在定價與流轉
存在難點，因此她要用價格標的、期
貨預售等金融思路來運營文化產品，
使之更為市場化。
不過，業內稱內地資本還不適應文

化等新興產業的發展，過半金融資產
在商業銀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2017海峽（福州）漁業周·中國（福
州）國際漁業博覽會6月30日在福州開
幕。
由中國國家遠洋漁業工程技術研究中

心、宏東漁業、毛里塔尼亞國家海洋和漁
業研究所三方簽約的毛里塔尼亞海域漁業
資源開發技術研究項目等15個海洋與漁
業項目於此間簽約，簽約總金額近200億
元（人民幣，下同），涵蓋海洋牧場、水
產養殖、海洋生物食品（醫藥）、水產品
加工與流通、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漁業基
礎設施建設和漁業文化旅遊等產業。
漁業周．漁博會已在福州成功舉辦了

八屆，本屆展會展覽面積5.6萬平方米，
展會亦首次引入亞太水產養殖展，該展是
中國唯一的以水產養殖為主題的專業展覽
會。
今次福州漁博會，凸顯「海絲」、「海

峽」元素。本次展會逾30個國家和地區的
業界人士參展，印度尼西亞、泰國、日
本、韓國、斯里蘭卡五個漁業大國，還派
出國家漁業署協同國家級漁業協會，組織
頂級水產企業以國家展團形式參展。
台灣方面有馬祖展團、澎湖展團、

高雄梓官區漁會、台南養殖漁業協
會、台灣名品展團等近50多家漁業企
業參展。

漁博會15項目簽資200億

■合肥晶合
12 吋晶圓製
造基地項目竣
工典禮暨試產
儀式現場。
香港文匯報安
徽傳真。

■市民在福州
漁博會現場爭拍
一隻330斤的石
斑魚。

香港文匯報
記者蘇榕蓉 攝

■外賓參觀傲勢科技無人機產品。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張應華表示，蘭洽會是「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經貿交流的重要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肖剛 攝

投資理財經貿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