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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西部灣區三市攜手發展 成都高新冀建國際融資新平台

海昌海洋公園成立公益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大香山」與海上絲路－紀念鄭和下西洋
612周年暨第12個中國航海日座談會日前在
廣東省中山市舉行，歷史上曾屬香山縣管轄
的中山、珠海和澳門三市的政協領導、廣東
省社科院專家等近百人參加。
三市有關領導表示，三市將在高端製造、科

技、交通、旅遊、文化等眾多領域進行合作和
協同發展，吸引香港發達的金融業和資金以及
深圳先進的高科技促進西部灣區發展，並共同
拓展「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機遇。

將加快經濟和產業整合
中山市政協主席丘樹宏稱，隨着港珠澳

大橋建成和深中通道、深茂高鐵的開建，
「大香山」三市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而
國家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戰略，三
市將加快經濟和產業整合、並在科技、交
通、物流、文化和旅遊等方面加強協調和合

作，通過便捷的交通與深圳和香港形成一小
時生活圈可以促進三市經濟發展。
珠海市政協副主席黃文忠表示，面對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珠
海、中山和澳門將積極協調充分發掘和利用
優勢條件，推進對外合作發展。

合作拓展「帶路」商機
澳門中聯辦文化教育部副部長級助理邵

彬表示，澳門、珠海和中山將可圍繞「大香
山」舉辦文化之旅，澳門將會大力予以支
持。澳門中華文化交流協會常務理事李業飛
建議，澳門對內地通關要更加便利，優化口
岸通關設備；進一步推進城市群內軌道交通
的無礙對接。廣東省社科院國際經濟所所
長、港澳綜合研究中心主任丘杉表示，粵港
澳西部灣區要抓住港珠澳、深中通道等六大
通道機遇，共同把握協同發展，並合作拓展
「一帶一路」商機。

■丘樹宏表示，三市迎來難得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于珈琳 河
南報道）海昌控股（2255）投資的河南鄭
州海昌海洋公園日前在鄭州市中牟國際文化
創意產業園舉行奠基儀式。公司並於當日宣
佈發起成立「海昌海洋公園公益基金」，基
金將專注於少年兒童弱勢群體關愛以及水生
野生動物保護，並利用公益基金聯合碧桂園
共同建立「河南自閉症兒童關愛基地」。
據統計，中國自閉症患者已超1,000萬，

其中絕大部分需要終生訓練和被照
顧，其家庭承受着社會、經濟和精神
的多重壓力，需要來自社會的更多關
注。
海昌海洋公園將利用公益基金聯合

碧桂園共同建立「河南自閉症兒童關
愛基地」。
該基地以鄭州為核心輻射整個中原

地區將撬動更多愛心力量，同時聯動
海昌海洋公園旗下8大主題公園，給
自閉症兒童提供更多體驗，幫助自閉
症兒童打開與世界溝通的心門。
鄭州海昌海洋公園總投資將超過15

億元人民幣，建設面積將超12萬平方米，項目
成熟後預計年接待訪客人次將超300萬人次。

鄭州海昌海洋公園奠基
海昌控股行政總裁王旭光表示，重資產業務

放緩令公司短期內並無迫切的融資需求，未來
在金融領域的佈局將結合與香港中旅金控在項
目植入、銀行業務、保險等多方面的深度合
作，且目前已在部分地區取得實質進展。

■海昌海洋公園聯合碧桂園共建河南自閉症兒童關
愛基地。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成都報道）
一場企業投融資項目路演日前在成都高新
區舉行，涉及人工智能、雲技術、共享經
濟等領域，吸引了線上線下9,000餘名專
業投資人關注。

充分挖掘深交所投融資資源
「通過『線上+線下』的常態化路演

服務，將優質創新型項目推送給全球投資
機構，增強了企業融資機遇。」深圳證券

信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闕紫康說，通過充
分挖掘深交所投融資資源，促進科技型中
小企業與廣大創投機構之間「面對面」，
搭建了一個科技與金融對接的高效平台。
截至今年6月30日，成都高新區上市

企業總數31家、佔成都市的50%，還有4
家企業在證監會排隊待審，10家企業在
四川證監局輔導備案，30家企業有上市
意願；新三板掛牌企業總數達109家，另
有4家企業已通過審核待發行，7家企業
已報送材料等待審核，50餘家企業完成
股改，近100家企業進入掛牌後備庫。
闕紫康說，成都高新區是全國首批科

技和金融結合試點地區，集聚了大量科技
型企業以及科技創新資源，為搭建國際投
融資平台奠定了基礎。
前不久，科技部火炬中心、深圳證券

交易所與成都高新區管委會三方簽署「科
技型中小企業成長路線圖計劃2.0」協
議。成都高新區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
該區正在加快推進「深交所西部服務基
地」落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楊奇霖）山西
省發改委副主任姚少峰日前在介紹「在建
重點工程無障礙施工」專項行動的相關情
況時透露，截止到6月底，山西省市兩級
重點工程完成投資1,011.6億元(人民幣，
下同)，完成率32.3 %。
姚少峰表示，截止至6月底，山西全省

確定省市兩級重點工程項目1,158項，年

度投資計劃3,135億元。其中，產業轉型
重點項目794項，年度投資計劃1,846億
元；傳統產業升級項目52項，年度投資
計劃192億元；基礎設施項目312項，年
度投資計劃1,097億元。其中，省重點工
程項目為217項，產業轉型項目173項，
佔到項目總數的80%，突出了鮮明的轉
型升級導向。

青島首季直接融資
近22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作
為中國唯一一個財富管理試驗區，青
島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正在加速，一
季度通過A股掛牌上市、發行各類債
券等方式，共實現直接融資近220億
元(人民幣，下同)，新增銀行貸款647
億元，新增「新三板」掛牌企業8
家，直接融資佔到間接融資的比例近
34%。
青島市金融辦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目前青島共有境內外上市企業 41
家，其中境內上市企業28家，境外
上市企業13家。截至今年5月底，青
島新三板掛牌企業數量已經達到112
家。
另一方面，作為區域性股權交易市

場和青島建設財富管理金融綜合改革
試驗區的重要市場載體之一，截至5月
末，藍海股權交易中心新增掛牌企業
28家，總數達到597家，掛牌展示企
業1,211家，累計融資57.78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新加坡凱德集團近日宣佈，在華核
心城市的三大綜合體同時開業，此舉標
誌着凱德在中國進入全面爆發期。凱德
方面表示，中國商業綜合體供應過剩是
表象，新開商業項目只有1成位於城市
CBD，一二線城市的核心商圈依然有很
大發力空間。
據介紹，此次開業的三座綜合體都是

凱德旗下品牌來福士，分別位於上海、深
圳和杭州，平均建築面積超過35萬平方
米，升級採用服務增值方式，並通過「互
聯網+領域合作夥伴」模式重塑消費體
驗。凱德集團中國區首席執行官羅臻毓表
示，凱德綜合體戰略在十多年時間裡實現
了跨越式發展，既是集團創新轉型之舉，
更是中國商業地產、消費升級實現階段性
飛躍的縮影。

凱德指內地商業項目過剩是表象

山西上半年重點工程完成投資千億

■深圳證
券信息有
限公司副
總經理闕
紫康。
香港文報
報四川傳
真

中美基建齊出擊 佈局資源型基金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中國及美國兩強今年皆將基礎建設列為重要施政計

劃，中國預計在「一帶一路」國家投入9,000億美元

進行建設開發；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6月初公佈基礎

建設計劃大綱，盼藉由國家帶動地方與民間在未來十年投入逾1萬

億美元基建投資，升級老舊不堪的道路、橋樑與機場等公共設施。

在全球兩大經濟強強聯手擴大基礎建設下，可望激勵原物料股另一

波漲升行情，建議全球資源型基金逢低可佈局。 ■台新投信

澳元再復探頂 慎防調整壓力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美元周二走弱，美聯儲主席耶倫將在國會作
證本已令投資者謹慎以待，而且美國總統特朗
普長子相關電郵表明，他歡迎俄羅斯幫助擊敗
希拉里。耶倫周三和周四將在國會作半年度貨
幣政策證詞陳述，投資者將從中尋找美聯儲何
時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的線索。此前美聯儲理
事布雷納德的談話令美元承壓。
美聯儲理事布雷納德稱，只要就業和增長數
據良好，美聯儲就應很快開始縮表。但她並不
像部分投資者預期的那樣強硬；她稱一旦開始
縮表，她在就進一步升息問題作出決定前會先
評估通脹形勢。另外，費城聯邦儲備銀行總裁
哈克周二在華爾街日報專訪中說，如果通脹率
未朝向美聯儲的2%目標靠攏，將是暫停升息
的一個理由。哈克在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有投票權。

受惠鐵礦石價格上漲
澳元兌美元上漲至0.76水平上方，鐵礦石價

格上漲支撐了澳元。之前中國的鋼價上漲，帶
動鐵礦石價格觸及逾兩個月高位。鐵礦石是澳

洲最主要的出口創收來源。近期澳洲本土一系
列樂觀的經濟數據也提振了人氣，不過這些正
面的基調還沒有在消費者數據中得以體現。澳
洲西太平洋銀行(Westpac Bank)的一項調查顯
示，一項衡量澳洲消費者信心的指標7月小幅
上升，結束之前連續三個月的下降趨勢；不
過，儘管其他方面顯示出經濟形勢向好的信
號，但悲觀情緒繼續佔據主導。

多番上闖受制0.77區間
技術圖表所見，澳元兌美元6月30日觸及高
位0.7712，但一如過去一年的走勢，在0.77區
間仍是遇到強大阻力。2016年8月11日澳元
觸高於0.7760，11月8日高位0.7778，今年2
月 23 日見高位於 0.7741， 3 月 21 日則是
0.7750；澳元多番上闖0.77區間亦是無功而
還，倘若本周又再度於0.77區間功敗垂成，大
有機會加劇澳元短期的回挫壓力。同時，圖表
亦可見到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已自超買區
域回落，示意着匯價延續走低的傾向，初步下
探目標料為250天平均線0.7540，另一重要支
持為上升趨向線0.7410，5月9日低位0.7329
則為關鍵參考。上方阻力將會繼續留意0.77及
0.7760水平，較大阻力料為0.7840。

台新羅傑斯環球資源指數基金經理人
楊珮玉表示，中國的金屬消耗量大，增
速居全球之冠，因此，中國的基礎建設
政策也將牽動全球金屬原物料的走勢。

鋼銅鋁原物料需求大
她指出，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

5月於「一帶一路」論壇開幕式演說時
表示，預計向絲路基金增資1,000億元
人民幣；未來3年中國將向參與「一帶
一路」建設的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組織提
供600億元人民幣援助，預計整個「一
帶一路」計劃將投入 9,000 億美元資

金，可望帶動粗鋼1.2億噸、銅150萬噸
及450萬噸鋁需求。至於特朗普初步的
基礎建設計劃，預計將投入1.1萬億美
元，涵蓋交通、能源及水資源，並加入
寬頻與退伍軍人醫院等建設，也將帶動
相關原物料的需求
楊珮玉指出，在極端氣候及綠色商機崛

起下，將帶動農業相關商機。在氣候變遷
下，農產品面臨耕種危機，為提升產量，
農民對於農用機具、種子、農業藥劑、化
肥等需求激增，就化肥業而言，一方面受
惠化肥商水平整合，可望帶動化肥價格反
彈。另一方面，下半年預測極端氣候也將

進一步增加化肥使用量。此外，在先進國
家大力推展乾淨能源下，對玉米乙醇等再
生燃料使用量大幅提升，農業加工相關產
業成長性值得期待。至於小麥市場，依照
美國期貨交易委員會公佈小麥市場投機者

淨空單整體持續下降，僅為1.1萬口空單，
較4月初減少約90%，行情不易大幅下跌；
另外，避險者淨倉位整體呈現淨多單，結
合投機者若之後轉成淨多單留倉，有機會
激勵行情上漲。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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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食品價格指數月率。前值+2.4%
6月RICS房價差值。預測正15。前值正17
上周投資外國債券。前值賣超7,728億
上周外資投資日股。前值賣超140億
6月CPI月率終值。預測+0.2%。前值+0.2%；年率終
值預測+1.6%。前值+1.6%
6月HICP月率終值。預測+0.2%。前值+0.2%；年率
終值預測+1.5%。前值+1.5%
6月HICP月率終值。預測持平。前值持平；年率終值
預測+0.8%。前值+0.8%
6月生產者/進口物價月率。前值-0.3%；年率前值+
0.1%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7月8日當周)。預測24.5萬人。
前值24.8萬人
四周均值(7月8日當周)。前值24.3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7月1日當周)。預測195.0萬人。前
值195.6萬人
6月最終PPI年率。預測+1.9%。前值+2.4%；月率預
測持平。前值持平
6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最終需求PPI年率。預測+
2.0%。前值+2.1%；月率預測+0.1%。前值+0.3%
6月扣除食品、能源和貿易的最終需求PPI年率。前
值+2.1%；月率前值-0.1%
5月新屋價格指數。預測+0.3%。前值+0.8%

■在今年5月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論
壇開幕式發表演說，宣佈向絲路基金增資1,000億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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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屬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上周美元走出了低迷的陰霾，從9
個月的底部開啟反彈，其後與之相關
的美債資產受到影響也出現了好轉，
導致黃金跌勢逐漸明朗化，擊穿了
1,220美元的關口。不過翌日美國便
迎來了獨立日的假期，美盤休市，大
量投資者此時選擇觀望，黃金因此得
以喘息，金價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處於
小區間震盪，直至周五晚間非農資料
強勢登場，大大出乎市場的意料，空
頭情緒瞬間引爆，黃金在15分鐘內
跌幅將近20美元，最終黃金也以弱
勢陰線收尾結束了上周的行情。

小特朗普難改黃金勢頭
本周開盤後，非農的影響力逐漸衰
退，黃金的跌幅也隨之明顯放緩，原
本岌岌可危的1,200美元關口暫時脫
離了危險，而在沒有新的消息面刺激
的情況下，金價周初也一直維持着窄
幅震盪的行情走勢，這種糾結的狀況
直到周二晚間，才得以打破，其原因
是已經被市場炒爛了的「通俄門」事
件，只不過這次的主角不在是特朗
普，而是他很少露面的長子。
對待此事件的看法筆者與其他同行
有些不同，我認為此事件後續難以對
特朗普產生太多的不利影響。筆者承
認此事件會暫時提振金價，但要指望
它給黃金持續提供動力，顯然是不太
現實的，後續市場的關注重點還是應
當放在耶倫周三晚間的聽證會上，美
聯儲未來的加息路徑才是黃金後續行
情的關鍵所在。
當前暫時還可以借助「通俄門」

事件的熱度短線做多黃金，可以在1,216美元附
近進場，不過上方空間就不建議看的太遠了，
止盈放在1,223美元即可，止損放在1,211美
元。不過本周後續的大方向還需要等耶倫的具
體態度，如果屆時耶倫表現持續強硬，黃金預
計會重新挑戰下方的1,200美元關口，相反如果
轉向鴿派，黃金則有機會挑戰上方的1,240美元
的阻力位。
本周後續可以依託1,219美元上方佈置多單，
此處近期經受住了連番衝擊，可以看做是近期的
底部，上方目標先可以先看到1,223-1,225美元
的位置，突破此處關口阻力後，表明黃金漲勢有
望確立，因此可以在繼續追多看到1,24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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