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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位於江蘇南京的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消
息，今年中秋節，各地將迎來罕見的「十五月亮十
七圓」。推遲了兩天的「月圓夜」，在歷史中很少
出現。
「人們常說『十五的月亮十六圓』，而今年中秋節

最圓的月亮將出現在農曆八月十七，全球各地華人將
陸續迎來最圓明月，共享佳節。」中科院紫金山天文
台科普部主任張暘說，今年中秋月最圓的時候是10月
6日2時40分，即農曆十七的凌晨。
「沒有必要為了理論上的最圓月亮而熬夜到凌晨，

因為今年中秋之夜的月亮也已經接近圓滿，肉眼幾乎
觀測不出太大差別。」張暘說。
每逢中秋佳節，總是離不開「人月兩團圓」的話

題。今年與國慶假期「喜相逢」的中秋節，也將迎來
「更大」月亮。專家介紹，今年中秋期間，月亮和地
球將「貼」得更近，理論上月亮也將顯得更大一些。
張暘說，在農曆中，月球繞地球轉動一周為一個

「朔望月」，這個月中，月亮最圓的那天稱「望
日」，也叫「滿月」。月亮從一個滿月走到下一個滿
月，需要約29天半。由於月亮轉動的「步伐」有快有
慢，因此每個月的滿月時間也有差異。
「理論上，滿月最大概率出現在農曆十六，比率超過
40%；其次為十五，有30%多的可能性。去掉這兩個日
子，最圓月夜還會出現在農曆十四、農曆十七，加在一
起的概率也不到20%，比較少見。」張暘說。■中新社

中國人過中秋少不了吃月餅，但舊時福
建福州人中秋節吃的卻是本土特色的「鯉
魚餅」。隨着「鯉魚餅」製作技藝的失
傳，這一習俗一度消失60多年。近年來，
在傳統文化熱心人士和廠商的努力下，
「鯉魚餅」習俗帶着新時代的印記，正重
新回到人們的視野。

加以改良 推陳出新
「鯉魚餅」有「鯉魚躍龍門」之意，舊
時的福州，每到中秋佳節，外公、外婆都
會送外孫、外孫女「鯉魚餅」，並將餅用
紅繩掛在孩子胸前，表達長輩對晚輩的美
好祝願。但這一習俗在上世紀50年代逐漸

消失。
從2010年起，在福州傳統文化熱心人士

的推動下，一些傳統糕點廠家開始嘗試恢
復「鯉魚餅」技藝。「鯉魚餅」的形狀是
做出來了，但是市場反響不太理想。
「重糖、重油是福州傳統糕點的特點，

不適合現代人的需求，因此我們花了兩三
年的時間研究消費者的口味，讓『鯉魚
餅』好吃、好看又好玩。」福州百餅園食
品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蔡志鵬說。
為了改善口味，糕點廠除了使用紅豆、

綠豆、蓮蓉等傳統原料，還加入了黃油、
乳酪粉等西式糕點原料；在外觀上，百餅
園還開發出健康美觀的「五彩錦鯉」，各

色「鯉魚」色澤亮麗、栩栩如生。
直到2013年，「鯉魚餅」開始大量上
市，數年來一直受到市場的熱捧。■新華社

中秋節前幾天，山西太原一家
VR體驗店裡的月球主題項

目火爆起來。太原市民王慧第一
次通過VR賞月。「月亮離我好
近，我好像可以伸手摸到它！」
王慧摘下頭盔仍難掩興奮，在虛
擬世界裡，她不僅可以看到高低
起伏的月海和環形山，還可以飛
向深空中的月球，感受一把「零
重力」。
「在特定的VR場景裡，我們
能『飛』往月宮，感受月兔環繞
身邊，甚至『喝』到飄香的桂花
酒。」該店負責人張海翔說，中
秋節前後月球主題VR項目大受
歡迎。

VR體驗店由一線拓至中西部
近年來，中國科技發展迅猛，
VR體驗店從一線大城市向中西部
城市拓展。VR技術開始影響中國

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據介紹，目前，在中國市場

上，VR月球主題主要分為兩類。
一種是遊戲類，人們在虛擬環境
中可以實現賞月、登月，甚至可
在月球上玩遊戲，這是當下許多
城市體驗店裡很受歡迎的項目；
另一種是教育類，一些中國科技
公司開始研發VR課堂，讓學生
體驗宇宙星系的神奇。
此外，一些「私人訂製」的

VR設備也受到歡迎。一家VR
娛樂公司的銷售員劉女士說，
一些公司可以根據客戶要求訂
製以月球、星空為主題的 9D
VR單人座，「這種VR單人座
內容更豐富，配有解說，以家
庭娛樂、科普教育為主，很受
人們的歡迎」。
「VR技術帶給我們的遠不止

是視覺上的展示，還有深層的交

互。」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沉
浸交互實驗室研究員王楠說，搭
載了「眼球追蹤」技術的VR頭
盔能「讀懂」用戶在虛擬場景裡
正在看哪個物體，我們不看月亮
時它被雲彩遮擋，當看向月亮
時，雲彩會緩緩飄走；有的VR
頭盔還有手勢跟蹤技術，用戶通
過特定的手勢甚至能夠控制虛擬
場景裡的物體，讓人們可以
「拿」起一塊月餅。

■師傅在手工製作福州傳統月餅「鯉魚
餅」。 網上圖片

福州「鯉魚餅」迎中秋 曾一度消失60年昨日適逢中秋佳節，也是
華東地區出生的首對大熊貓
龍鳳胎——「月月」、「半半」
的一歲生日。上海野生動物
園當日為牠們舉行生日會。
熊貓館四周人頭攢動，遊人
為牠們唱生日歌，並紛紛攝
像、拍照；20多名小朋友獻
上歡快的熊貓舞。兩隻活潑
可愛的大熊貓毛色黑白分
明，圓滾滾的小身子很是惹
人愛。「抓周」儀式時，熊貓
兄妹倆有些「小激動」，盯着
小竹筒猶豫了半天。保育員
還為牠們送上精心製作的生
日「蛋糕」。■文/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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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時興「VR賞月」「遊」月宮「喝」桂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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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中國傳統節日中秋節，當晚賞月是千百年來流

傳的習俗。如今，虛擬實境（VR）技術的發展讓這一傳

統佳節增添了不少「科技範兒」。 ■新華社

■■VRVR娛樂公司可以根據客戶要求訂製以月娛樂公司可以根據客戶要求訂製以月
球球、、星空為主題的星空為主題的VRVR單人座單人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內地近年時興內地近年時興「「VRVR
賞月賞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趨勢為王 新興市場續領風騷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元上衝受阻 慎防技術調整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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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投資外國債券。前值買超2,336億

上周外資投資日股。前值賣超9,239億

8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3%。前值持平

8月商品及服務貿易平衡。預測8.75億盈餘。前值
4.6億盈餘

8月進口。前值-1%

8月出口。前值-2%

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2%。前
值持平；年率預測+0.6%。前值+0.5%

9月Challenger企業計劃裁員人數。前值33,825
個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9月30日當周)。預測26.5萬
人。前值27.2萬人

四周均值(9月30日當周 )。前值27.77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9月23日當周)。預測195.0萬
人。前值193.4萬人

8月國際貿易平衡。預測427億赤字。前值437億
赤字

8月商品貿易平衡修訂。前值629.4億

8月貿易平衡。預測26.0億赤字。前值30.4億赤
字

8月出口。前值441.4億

8月進口。前值471.8億

8月工廠訂單月率。預測+1.0%。前值-3.3%

8月扣除運輸的工廠訂單月率。前值+0.5%

8月耐用品訂單月率修訂。前值+1.7%

8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月率修訂。前值+0.2%

8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月率修訂。前值+2.2%

8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財訂單月率修訂。前
值+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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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以及歐洲央行總裁德
拉吉等各國央行主席與經濟學家，都參加了
一年一度在Jackson Hole所舉辦的會議，全
球市場莫不在屏息關注，企圖從中找到未來
貨幣政策走向的訊息。 人們希望耶倫能在
該會議中，就日後的利率正常化，特別是未
來加息腳步與聯儲局縮表計劃，提供一些指
引。同時人們也希望，德拉吉可以在會中就
歐洲央行縮減債券購買計劃規模，給予更多
的詳情。
但在這次會議中，耶倫與德拉吉分別選擇
將焦點放在金融規管，以及全球貿易問題之
上，兩人都避免對未來的貨幣政策，提供任
何的線索。然而，今年以來美元貿易加權指
數大幅走弱，以及歐元今年以來相對美元升
值超過10%，都對全球央行造成影響。
2017年初，許多的市場評論家預期特朗
普在上台後，預期將會推動美國的稅改，並
推動規模龐大的基礎建設，有機會帶動美元
的強勢。但特朗普的這些計劃，皆因無法獲
得國會的支持，而出現了停頓，進而產生美
元意外弱勢的結果。但美元弱勢的本身，對
美國來說並不一定是件壞事。因為美元弱勢
將會刺激出口，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連帶
造成通脹的上揚，這至少從理論上來說是如
此。但事實卻明顯地告訴我們，貨幣的升值
或貶值，與進口商品價格所可能造成的關係
之間，似乎並沒有理論所說的那麼明確。
舉例來說，在2014年中期至2016年底之
間，美元貿易加權指數的升值幅度高達
25%。所以根據上面的理論，我們可以合理
地預期，美國的進口物價與核心通脹將會大
幅的下滑。但事實上，在這段期間內，進口
價格看來卻似乎是紋風不動。自2017年2月

以來，美元貿易加權指數下跌了9.4%。在這狀況下，通
脹出現上揚該是一個極為合理的結果。
對認為聯儲局應該升息一派的人來說，此一狀況可以強
化其論點。美元近期的弱勢雖然可以影響聯儲局加息的時
機，但是，認為貨幣正常化無法達成預期成效的說法，仍
在市場中縈繞不去。

德拉吉利率政策避重就輕
至於歐元區，德拉吉並未在這次Jackson Hole會議，就
未來政策方向提供清楚指引。看來，不管是德拉吉，或是
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都在極力避免對歐洲的量化寬鬆會
何時退場提出任何看法。
就表面看來，近期歐元升值，與歐元升值後對通脹的負
面影響，都降低了量化寬鬆退場的可能性。但是，歐元區
成長前景的改善—這可能是近期歐元升值背後最主要的
原因，可能會讓歐元區通脹降低風險發生的機率減少。
整體而言，我們還是維持美國在今年仍會縮表並升息一
次的預期，並認為歐洲央行在今年會開始降低購債規模，
雖然仍不到讓量化寬鬆退場的地步，並在可預見的未來，
維持歐元區利率不變。

展望第四季，凱基投信國際投資管
理部協理陳沅易指出，股優於債雖仍
是投資策略，但是「強者恒強」的態
勢將更為明顯，積極型的投資者可將
股債配置為七三比重，看好新興市場
持續走強，成熟國家股市則看好評價
較具吸引力的歐洲股市。
陳沅易指出，新興市場股市的

Shiller P/E(周期調整市盈率)僅 10.9
倍，相較於美股的30.4倍具吸引力，
且目前流入新興市場的金額只有2013
年的流出金額的3成，因此未來上漲
動能仍強。
陳沅易指出，新興市場政府債務佔

GDP比重相較成熟市場低，且利率水
平也較高，因此在財政政策或貨幣政

策的施展空間都較成熟市場具彈性。
此外，以往新興市場股市受能源及原
物料行情影響大，但目前科技業佔新
興市場市值比重大幅攀高，在科技產
業高成長性帶動下，有利新興市場股
市持續表現。

企業盈利增長佳 歐股看俏
美股評價面過高，且第四季還將

面臨債務上限議題、稅改及減稅方
案闖關等不確定性，指數空間有
限。陳沅易指出，美股投資策略為
選股勝於選市，看好可望受惠政策
鬆綁及升息的金融業、盈利增長性
高佳的科技業及具長線增長趨勢的
醫療生技產業。

而在經濟回溫帶動下，歐洲企業盈
利增長率已超越美國，由於通脹仍
低，此將支撐歐洲央行維持較鴿派
的立場，有利於歐股第四季表現。

資金續向高收益資產移動
債券部位，凱基新興亞洲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經理人李宏智指出，雖然美國10月開
始縮表，且不排除年底再升息一次，
但全球主要央行仍維持寬鬆立場，因
此低利率環境仍持續，有利資金往較
高收益之資產移動，看好擁有相對較
高殖利率的新興亞債，將持續吸引資
金流入。

全球經濟穩健向上，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OECD)所追蹤的全球45個國家主要經濟體，

於2017年以來同步擴張，這在過去50年來僅出

現3次。在強勁的基本面支撐下，帶動企業獲利持續上揚，將

有利於全球股市多頭續航。 ■凱基投信

周三公佈數據顯示，日本9月服務業擴張
速度為11個月來最慢，因新訂單放緩，但
其他的數據顯示日本經濟仍保持復甦，即便
第三季動能略有下滑。日本 9月經季調
Markit/日經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降
至51.0，8月為51.6。該指數連續第12個月
保持在好淡分水嶺50上方，但為2016年10
月來最低。此外，包括製造業和服務業在內
的綜合PMI，9月從前月的51.9降至51.7。
美元升勢周三暫緩，因市場猜測美國總
統特朗普的下任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
主席人選或許不及之前預計的另一位人選那
樣強硬；此外，在周五美國公佈非農報告
前，謹慎情緒亦促使投資者先行軋平倉位。
據美國政治新聞機構Politico報道稱，相比
前美聯儲理事瓦爾許，美國財長姆努奇恩更
青睞的美聯儲主席人選是美聯儲理事鮑威
爾。瓦爾許和鮑威爾上周都在白宮受到會
見。外界認為這兩人都是接替耶倫的有力候
選人，而鮑威爾被認為比瓦爾許立場更溫
和。

耶倫接班人誰屬惹關注
瓦爾許過去曾批評美聯儲的購債計劃。

耶倫任期將於明年2月屆滿。美元本周稍早
上揚，因市場臆測瓦爾許可能是接任美聯儲
主席一職的領先候選人，且強勁的美國數據
亦助美元一臂之力。美聯儲候選人的立場較
強硬，可能促使投資者押注貨幣政策的正常

化步伐更為激進，美元將從中得益。美元貨
幣市場期貨走勢暗示12月升息的機率約為
70%。
在日本方面，日本選舉前的不確定性仍

對日圓走勢構成打壓；日本將在10月22日
舉行選舉，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籌組新
黨，對首相安倍晉三構成挑戰。技術走勢所
見，過去一周多以來，美元兌日圓三度上探
113.30，但均是無功而返，同時RSI及隨機
指數正自超買區域回落，因此，需慎防若匯
價短期亦未可衝破近在咫尺的 113.30 阻
力，則會醞釀着較大的回吐壓力。若以近月
的累計漲幅計算，38.2%及50%的回吐水平
將會看至111及110.30，擴展至61.8%則達
至109.60。反之，若美元兌日圓終可衝破近
期頂部位置，進一步上試目標可留意114.50
水平，較大阻力參考今年初高位1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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