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99月月77日日（（星期四星期四））中國經濟投資理財B4 ■責任編輯：黃遠楷 / 劉偉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隨着各類型機器人不

斷推出，人工智能站在了投資的風口。內地人工智能公司ROO-

BO昨日在京宣佈完成3.5億元（人民幣，下同）B輪融資。此輪

融資由前騰訊CTO熊明華創辦的七海資本領投。同時，熊明華

將加盟ROOBO並擔任董事長職位。ROOBO的CEO劉穎博表

示，新的融資將用於產品升級、技術研發和人才招募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為期4天的第19屆中國國
際光電博覽會昨日起在深圳舉行，
吸引了3,200個光電品牌和6萬名行
業人士參加。此次光博會大數據和
5G通信等成為亮點。
移動互聯網的大潮、大數據和雲

計算的興起引發數據中心的爆發，
引爆光互聯和光模塊市場。此次光
博會首次推出「數據中心生態體驗
區」，集中對光纖光纜、光芯片、
光模塊、配線、光連接器到數據中
心基礎設施、雲端應用等全產業鏈
進行一站式展示，包括長飛、特
發、奇芯光電、美光、旭創等許多
企業均帶來相關解決方案。
5G專題論壇亦是此次光博會的亮

點。華為5G承載領域總經理胡偉
表示，華為 4G升級為 5G，將從
SPTN升級至SPTN2.0，特點包括
超強設備、SLA可視和雲化架構，
敏捷管控，雲化架構實現網絡管控
自動化，分片承載，實現一網多
用，能使新業務快速創新。

深圳光博會展示大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 萬達集團針對近
期網上有人炮製、傳播關於萬達集
團董事長王健林的謠言予以反擊，
向中國有管轄權法院起訴國內造謠
傳謠者並已獲立案。
同時，萬達已在美國啟動訴訟程

序，追究國外造謠傳謠者的違法責
任。
據萬達集團官網指，萬達在國內

起訴涉嫌造謠傳謠的財經小麵包等

微信公眾號以及亞洲新聞周刊雜
誌、億邦動力網等微博，要求公開
道歉並各自分別索賠500萬元人民
幣，還將追究已構成犯罪的造謠傳
謠者刑事責任。
在美國，萬達已啟動訴訟程序擬

向惡意誹謗的中文媒體博訊網索賠
200萬美元並要求公開道歉。對其
他惡意造謠傳謠的自媒體，萬達也
正在調查取證。

萬達起訴網絡造謠自媒體

江蘇紡企84項目拓國際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

報道）「一帶一路」為江蘇紡織企
業發展拓展了開闊的國際空間。截
至今年8月，江蘇紡織在境外有84
個實業項目，中方協議投資8.4億
美元，今年上半年又新增4,000萬
美元。近4年來，江蘇紡織向境外
拓展至東南亞、中亞、非洲、美歐
及澳洲等地。
江蘇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

任祁彪在「第十九屆江蘇國際服裝
節」新聞發佈會上介紹，2016年，
全省紡織行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

15,103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增長5.7%，規模總量佔內地總量
的20.6%。今年1月至7月，全省紡
織行業主營業務收入8,852億元，
增長8.9%；利潤總額486億元，增
長17.4%。
據了解，江蘇紡織企業的境外發

展，遍及了境外棉花種植、加工到毛
紡、棉紡、印染、織布、設計、製
衣、銷售、服務、貿易等全產業鏈。
江蘇省紡織工業協會會長謝明介紹
道，江蘇紡織正從「產品輸出」走向
「資本輸出」和「品牌輸出」。

七海資本董事長熊明華稱，ROOBO是目前
為止在AI軟硬件系統方面整合能力最完

整的創業公司，也是為數不多具有互聯網基因
的人工智能公司。

打造人工智能平台
加盟ROOBO後，將會幫助公司打造先進的

人工智能技術平台，為未來百億級的人工智能
設備提供解決方案和服務。
當天，ROOBO宣佈從人工智能產品公司戰

略升級為人工智能平台公司，向家電、汽車、

機器人等多個領域提供芯
片、模組、操作系統、內容
應用和雲服務等一整套人工
智能系統解決方案 ROS.
AI。
ROOBO成立於2014年，

去年9月宣佈完成由科大訊
飛等聯合投資的1億美金A輪融資，是內地最早
專注於人工智能領域的科技型公司之一。自成立
以來，該公司陸續推出了布丁、布丁豆豆、
Domgy、Jelly等多款優秀機器人產品，曾獲IF、

紅點best of best等多項國際權威創意大獎。
同時，在積累多年的機器人產品和關鍵技術

研發經驗和成果後，ROOBO也開啟了面向B
端的定制化人工智能（AI）解決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中交建（1800）昨在上交所發佈
公告指，與新疆交通運輸廳簽署了一份708.41億元（人民幣，下
同）的公路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投資協議，共包括自
治區內的5段公路項目，預計建設期為6年，運營期達30年。

積極承辦「帶路」項目
這是中交建今年以來的第二宗重大合同，早在6月中旬，就已經

同馬來西亞簽署該國東部沿海鐵路工程的總承包商務合同，金額總
計460億馬來西亞令吉（約728億元人民幣），合同工期為7年。
項目已於8月開始實施，截至上半年佔基建建設業務的海外工程合
同比重為55%。
自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以來，中交建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各類項目承辦。今年的中期業績顯示，集團
還簽訂了肯尼亞蒙內鐵路運營維護、安哥拉羅安達省科林巴海岸綜合
改造等涉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等海外項目，分別涉及88.81億元
和45.83億元。上半年集團來自海外地區的新簽合同額為1,402.52億
元，約佔集團新簽合同額的32.5%。集團認為，若干海外工程及投資
類項目尚未進入施工高峰期，未來有望形成更多收入貢獻。

香港文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
海報道）近三年來內地高淨值人
群在對待養老方式上的態度發生
巨大改變，泰康與胡潤研究院聯
合發佈的《中國高淨值人群醫養
白皮書》顯示，從之前幾乎沒有
富豪願意入住養老院，到如今已
有近兩成長者願意接受。此外，
隨着年紀增長，多數富豪對穩健
理財和財富傳承興趣大增。
報告聚焦40至49歲的主力高淨

值人群，顯示健康、養老及財富
傳承成為此類人群最關心的話
題。特別是生活困擾問題上，健
康擔憂佔據82%，養老擔憂佔據
73%。此外，「家族傳承」也逐步
進入主力高淨值人群的規劃之
中，24%的人開始關注「財富傳

承」方面的風險。
在此背景下，養老社區在高淨值
人群中的感興趣程度逐年提高。統
計顯示，2015年僅僅是1%的富豪
稱肯定會入住養老社區，今年這個
數值上升到18%。此外，與2015年
相比，富豪入住養老社區的可能性
增長44%；相比2016年，表示「肯
定會入住」的人群上漲50%。
除了養老院的需求，調研亦顯

示穩健的商業保險同樣成為富豪
養老剛需。數據顯示 2016 年至
2017年，主力高淨值人群個人年
繳保費達到近100%的增長率，
2017年人均年繳保費超過7萬元人
民幣。健康保險、養老保險是他
們目前最主要購買的保險類型，
其購買率均超過九成。

中交建簽708億新疆PPP項目 胡潤：富豪入住養老院意慾大增

ROOBO完成3.5億B輪融資

■■ROOBO CEOROOBO CEO劉穎博介紹劉穎博介紹BB輪融資情況輪融資情況。。

■第19屆光博會吸引了近6萬名行
業人士。 李昌鴻 攝

追求高回報 印度債市有優勢

過去投資者的目光都集中在印度股市
身上，今年以來外資超買印度股市達
38.9億美元，Sensex指數今年來漲幅也
接近2成，讓印度基金績效亮眼。除此
之外，印度盧比今年也跟着走揚，在美
元相對弱勢下，盧比今年來兌美元上漲
了6.3%，走出股匯雙漲行情。

都市化程度提升增基建
至於債券投資上，由於全球景氣轉

佳，資金充沛，高收益率標的難尋，債
券收益率也有下滑趨勢，目前全球高收

益債券指數的收益率不到6%，而印度
債不僅信用評等為投資級，收益率更有
將近7%的水平，投資優勢值得關注。
從印度基本面來看，印度的都市化程

度不斷提升，人口也持續增長中，長期
而言，勞動人口的增加，除了充沛且低
廉的勞動力有助吸引外資投資外，更廣
大的受薪階級也透過消費刺激國內經濟
增長；都市化則迫使政府增加基礎建設
支出，來提振經濟增長。經歷過今年的
地方選舉後，莫迪與執政黨的支持度居
高不下，未來印度政局穩定。加上印度

政府希望透過改善稅制與打擊黑錢，來
增加政府收入並進而增加基礎建設與投
資，印度未來可望複製過去中國經濟增
長奇蹟，股市表現自然樂觀。

亞洲次大債市周轉率高
目前印度債市主要資金為內資，因此

指數的表現也較不受到其他市場變化影
響，包括經歷2015年半年的油價破底、
去年底美國總統特朗普當選，印度債都
維持正回報。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為亞

洲規模第二大的債券市場，周轉率亦
高，在規模大、流動性佳下，也是分享
印度增長的另一管道。
鉅亨網投顧總經理朱挺豪表示，在都

市化比率較低且勞動人口年增率仍高的
情況下，印度未來經濟增長率可望維持
在較高水平，海外資金有助推升並穩定
印度匯價，印度股債市將同時享受經濟
增長及匯率升值的好處，印度股票及債
券型基金都是適合投資者長期持有的好
標的。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印度一直是近年投資者追逐的投資市場，挾帶強勁

的經濟增長及政策改革等利好因素，也讓印度投資環

境愈來愈受到國際資金的重視。但除了屢創新高的印

度股市外，印度債券不僅有相對較高的利率水平，規模及周轉率都

相當具吸引力，建議投資者除了佈局印度股市外，也別忽視印度債

市的契機。 ■鉅亨網投顧

澳元呈超買 警惕朝局勢發展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美元處於守勢，因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繼續發酵，此前
朝鮮在周日進行了迄今威力最大的核試驗。朝鮮常駐聯
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韓泰松周二警告，該國準備好向
美國送出「更多禮包」。美股周二收低，標普500指數
急挫，錄得約三周來的最大單日跌幅。美元下跌，尤其
是兌日圓和瑞郎，反映出市場的普遍避險情緒。
市場可能將關注焦點轉向了周四的歐洲央行政策會議，

還有9月19至20日的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
會議。投資者希望看到歐洲央行是否會就退出量寬政策
的時間點釋出訊息。而在美國方面，幾乎沒有人預計美
聯儲會在本月收緊貨幣政策，關注點將放在聯儲是否會
保留12月加息的可能性。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理
事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周二的講話加重了美元壓力。
布雷納德表示通脹遠未達目標，成為迄今暗示聯儲在面
對疲弱數據的情況下將變得更趨鴿派的最明顯的跡象。

澳央行表明暫不加息
周三公布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報告顯示，澳洲經濟第

二季較前季增長0.8%，高於第一季的增長0.3%。澳洲第
二季經濟較上年同期增長1.8%。然而經濟增長之際卻未
顯示出通脹重燃的跡象，同時就業市場仍有相當多的閒置
勞動力，預料澳洲央行未來數月似將安於讓利率維持在記
錄低點。銀行間利率期貨顯示，市場預期澳洲今年不會調
整現為1.5%的指標利率，2018年6月加息的概率則為50%。

澳元兌美元周三從0.80附近的高位小幅回落，數據顯示澳
洲GDP增幅不如多頭押注的那麼高。另外，澳洲央行總
裁周二清楚表明，近期沒有加息計劃，稱政策必須保持刺
激。
技術走勢而言，澳元兌美元在7月27日升見至0.8066

後，則呈一組V形走勢，8月15日低見0.7808，至今又
再返回0.80關口附近，預料0.8066將為成為當前阻
力，破位料可續展升勢，下一級看至0.8170以至250周
平均線0.8330水平。然而，日線圖見相對強弱指標及
隨機指數均出現背馳，而且亦呈初步自超買區域回落的
跡象，恐防若澳元未可站穩0.80之上，則醞釀着回吐風
險。以去年12月低位0.7160起始的累計漲幅計算，
38.2%及50%的回調水平為0.7720及0.7610，擴展至
61.8%為0.7505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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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金天下

（以上內容屬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近期，黃金持續受到地緣政治緊張
局勢及美國政治不確定性所提振。目
前金融市場焦點仍集聚在朝鮮局勢
上，有消息報料，朝鮮可能在9月9
日國慶日進行第七次試射威力更大的
核導彈，這使得避險情緒大幅升溫，
以及美元指數下滑，助推金價升至
1,344.44美元/盎司。諸多分析師認
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有望進一步推
升金價，不過也有部分人警告稱，一
旦朝鮮局勢緩和，金價漲勢將有逆轉
的風險。

朝鮮局勢與聯儲動向是焦點
周二歐盤時段，國際黃金窄幅震盪
格局完全打破，技術面缺口得以回
補，美盤後金價一舉突破1,338-1,340
關鍵壓制位，黃金再度創出新高；自
企穩1,300美元/盎司後，黃金上漲空
間被打開，空頭失守1,340關口後，
將向下一目標1,350-1,360發起進攻。
此次黃金多頭的起點是因朝鮮爭端問
題引起，近日媒體報道，朝鮮宣佈氫
彈試驗大獲成功，比以前的測試大一
個數量級；美日韓等國家都在加緊商
討應對之策，現在連歐洲國家也感受
到了威脅，西方國家紛紛表示希望聯
合國安理會通過新的更加嚴厲的制裁
決議。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在推文上表

示：「除了其他選擇，美國正在考慮停止任何與
朝鮮做生意國家貿易關係。」市場普遍認為，美
方已向日本和韓國出售了「大量高度抗擊性軍事
裝備」，朝鮮半島引發軍事衝突的幾率在增大；
除此之外，本月美聯儲議息會議也是熱點，縮表
與加息資訊料對金融市場有較大影響。
技術圖形分析，日線圖上黃金仍保持多頭格

局，頂底發生轉換收大陽線；目前金價在布林上
軌附近運行，中短期均線多頭排列向上；前面頂
部組成啟明之星K線形態，在回踩後已結束，多
頭走勢仍將延續。4小時圖上，布林帶呈擴張之
勢，短期不排除有震盪修正；MA 5天平均線自
1,309一線上穿10天均線形成金叉向上運行。短
期儘管有修正的要求，但趨勢仍向上，修正後仍
可能繼續上行。
綜合來看，目前上方需要關注1,345的企穩狀
況和1,350的破位元情況，下方關注1,235、1,330
的支撐點，操作上建議回落做多。在1,330-1,335
水準做多，止損5美元，目標1,342美元。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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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價

印度國債收益率與風險性債券比較(%)

年度 全球高收 新興美元 新興當地貨幣 印度政府國
益債* 債指數* 債指數* 債指數

現在 2017/8/31 5.7 6.1 4.8 6.9

5年前 2012/12/31 6.3 5.5 4.8 8.2

10年前 2007/12/31 9.6 6.8 7.9 7.9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2017年8月31日，鉅亨網投顧整理。*為美銀美林債券指數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07：30
07：50

09：30

14：00
14：45

15：30

17：00

19：45

20：30

22：00

GDP：內生產總值

澳洲
日本

澳洲

德國
法國

英國

歐元區

歐洲

美國

加拿大
加拿大

8月AIG建築業指數。前值60.5
8月末外匯儲備。前值12,600億
上周投資外國債券。前值買超3,596億
上周外資投資日股。前值賣超2,460億
7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3%。前值+0.3%
7月商品及服務貿易平衡。預測8.75
億盈餘。前值8.65億盈餘
7月進口。前值+2.0%；出口。前值-1.0%
7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6%。前值-1.1%
7月流動賬。前值21億赤字
7月經季節調整的貿易平衡。前值47億赤字
7月經季節調整進口。前值438億；出口。前值392億
8月Halifax房價指數月率。預測+0.2%。前值+0.4%
截至8月的三個月Halifax房價指數年率。前值+2.1%
第2季GDP季率修訂。預測+0.6%。前值+0.6%
第2季GDP年率修訂。預測+2.2%。前值+2.2%
9月央行再融資利率。預測0.00%。前值0.00%
9月存款利率。預測-0.4%。前值-0.4%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9月2日當周)。
預測24.1萬人。前值23.6萬人
四周均值(9月2日當周)。前值23.67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8月26日當周)。預測
195.0萬人。前值194.2萬人
第2季非農單位勞工成本修訂。預測+0.3%。前值+0.6%
第2季非農單位生產率。預測+1.3%。前值+0.9%
7月建築許可月率。預測-1.5%。前值+2.5%
8月Ivey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52.9
8月Ivey經季節調整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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