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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作為第七屆陝粵港澳經濟
合作活動周重頭戲的「文化陝西」旅遊推介
會，昨天下午在香港喜來登酒店舉行。陝西
省副省長魏增軍在致辭時表示，此次在香港
舉辦「文化陝西」旅遊推介會，就是為了學
習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經驗，進一步加
強陝港互動，推動兩地旅遊、文化、經貿等
領域的交流合作，不斷提升兩地經濟合作水
平。
與往屆活動不同，此次推介會除了傳統的

旅行商之外，還特別邀請了OTA企業、網
絡智慧旅遊企業、旅遊達人、網紅、網絡大
V 出席，他們通過 facebook Live、 Peri-
scope、YouTube等平台，向世界視頻直播
了整個推介活動。首次在香港亮相的秦漢歌
舞，刷新了人們對陝西傳統仿唐歌舞的印
象，為活動拉開了序幕。
陝西旅遊形象大使王海虎在會上向來賓介

紹了陝西正在打造的絲綢之路起點旅遊走
廊、秦嶺人文生態旅遊度假圈、黃河旅遊
帶、紅色旅遊系列景區等「四大旅遊高地」
以及精品旅遊線路。

兩地旅行社簽「送團協議」
陝西旅行社與香港旅行社還當場簽約「送

團協議」，將相互合作具體到送團的人數，
較以往的「戰略合作協議」更為務實。數字
顯示，過去5年，陝西旅遊接待香港同胞
182.31萬人次。今年前3季度接待香港同胞

31.98萬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長 11.75%。
現場穿插的秦漢舞蹈和抽獎活動，讓整個活動氣氛

異常活躍。在會場外，噴塗有陝西旅遊形象廣告的流
動雪糕車，在人流密集地區向市民免費發放雪糕、陝
西旅遊宣傳冊和旅遊紀念品等。活動期間，陝西省旅
遊發展委員會主任高中印還率領陝西旅行社總經理，
大量拜會了當地旅遊業界客商。
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彬，陝西省外事辦公室主

任姚紅娟，駐陝西省商務廳紀檢組組長胡仁喜，延安
市副市長楊光遠，漢中市副市長謝京帥 ，以及香港
政府旅遊事務署副專員廖廣翔，香港旅遊發展局副總
幹事葉貞德，國際華商觀光協會名譽會長、現代中國
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長關啟球等嘉賓出席了活動。

融入「帶路」陝拓五大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

婷）陝西省政府副秘書長張小寧
昨於「中國 (陝西)自由貿易試驗
區合作專案對接會」表示，陝西
將主動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大
格局，加快打造「一帶一路」上
的交通商貿物流中心、國際產能
合作中心、文化旅遊中心、科教
中心和區域金融中心，期望以自
貿試驗區建設為契機，改善投資
發展環境，為包括港商在內的海
內外客商，提供優質的營商環
境、舒適的宜居環境和高效的政

務環境。
張小寧表示，習近平總書記

在剛剛閉幕的十九大中指出，
將賦予自貿試驗區更大的改革
自主權，充分表明中國將進一
步擴大開放的鮮明態度，為陝
港兩地合作發展提供了廣闊空
間和強大動力。他相信，隨着
陝西自貿試驗區建設持續推
進、投資發展環境的不斷優
化，香港企業到陝投資興業的
意願將明顯增強，投資力度將
明顯加大。 ■張小寧。 曾慶威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第七屆陝粵

港澳經濟合作活動周」昨在港啟動。在「陝西-

香港經貿合作交流會」現場，共簽約12個合作

項目，總投資額涉38.5億美元。陝西省副省長

魏增軍在致辭時表示，陝粵港澳經濟合作活動周

已成功舉辦六屆，有力促進了陝港兩地在能源、

文化、科技、旅遊等領域的交流合作。

魏增軍指出，近年來，陝港兩地經貿合作關係日益密
切，民間交流不斷擴大，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

透露，截至2017年三季度，香港在陝投資設立企業2,699
家，佔全省的43.6%；累計投資159.9億美元，佔全省的
41.2%，涉及商貿、餐飲、加工製造及房地產等多個領
域。香港已成為陝西最重要的海外投資來源地，對陝西經
濟迅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魏增軍：兩地經貿合作迎重要機遇
談及陝西未來的前景，魏增軍認為，該省正加速成長為國
家未來發展新的「增長極」，預計年內全省生產總值將超過2
萬億元人民幣。他指，陝西擁有三個方面的優勢：一是承載
發展的廣闊空間，二是支撐發展的優勢資源，三是引領發展
的創新潛力，相信隨着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陝港
兩地經貿合作必將迎來重要機遇和發展的活躍期。

梁振英：「併船出海」提升競爭力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致辭時表示，香港是高度國際化及
開放的城市，在高度分工的年代，香港能為內地「走出去」
提供國際關係及經驗，兩地「併船出海」，定能在高度複雜
的國際市場中形成更具有競爭力的團隊。
隨後，西安市市長上官吉慶等3位陝西代表團成員作推介發
言，向與會人員介紹陝西優勢和特點，歡迎港商到陝西興業
投資。據了解，過去六屆陝粵港澳活動周已累計簽約專案達
389個，總投資達5,851.61億美元，今屆活動周陝西篩選了近
200個重點合作項目，總投資額達784億美元，涉及農業、能
源化工、製造業、輕紡食品醫藥、戰略新興產業、基礎設
施、節能環保、服務業、文化旅遊等九大類。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楊
義瑞，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长陳百里，香江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孫西，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全國人大
代表王敏剛、蔡毅，全國政協委員林建岳、許智銘、鄭翔
玲，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何兆康，香港貿發局副總裁葉澤
恩等政商界人士出席了交流會。

陝港交流會簽12合作項目
■「文化陝西」旅遊推介會昨在香港喜來登酒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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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陝西--香港經貿合作交流會香港經貿合作交流會」」現現
場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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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上試114.60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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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日圓上周四在113.10附近獲得較
大支持後呈現反彈，本周早段表現偏穩，
周二曾走高至113.90附近，有反覆重上
114水平傾向。日本內閣府上周四公佈9月
份機械訂單按月下跌10.2%，較8月份的
8.5%升幅明顯轉弱，數據更預期第4季機
械訂單將按季掉頭下跌1.9%，不利日本第
4季經濟表現，同時日本9月份工業生產亦
按月下跌1.1%之際，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
彥本周初重申保持寬鬆政策立場不變，加
上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本周二曾一度回升
至2.41%水平兩周高點，亦有助美元兌日
圓逐漸向上逼近114水平。
另一方面，德國聯邦統計局本周二公佈

第3季經濟按季增長0.8%，高於第2季的
0.6%增幅，其後歐盟統計局公佈歐元區第
三季經濟按年增長2.5%，好於前兩季表
現，歐元升幅擴大至1.1725美元水平，帶
動歐元兌日圓交叉匯價觸及133.35附近兩
周多高位，不利日圓短期表現。隨着美國
聯儲局10月份開始縮表，並頗有機會在12
月13日政策會議後進一步加息，而歐洲央
行上月亦宣佈明年初縮減購債規模之後，
日本央行反而堅定保持寬鬆立場，該因素
將對日圓走勢構成負面影響。預料美元兌
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14.60水平。

金價料1260/1290上落
現貨金價本周初未能向上突破1,280美元
附近阻力後，周二走勢偏弱，一度回落至
1,270美元附近1周低位。德國聯邦統計局
本周二公佈第三季經濟增幅勝預期，引致
歐元匯價迅速反彈，重上1.17美元水平，
帶動美元指數下跌，有進一步跌穿94水平
風險，加上市場正在等候耶倫、德拉吉以
及黑田東彥於周二的發言，金價波幅受到
限制，現貨金價其後曾反彈至1,274美元水
平。預料現貨金價於1,260至1,290美元上
落待變。

機構客增持A股 佈局大中華基金

保德信大中華基金經理人陳舜津分析，機構投資者
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QFII)、保險資金、陽光私募以及國家隊基金等；這
些機構投資者在最近幾年的投資比重明顯上升，它們

傾向配置市值較大的藍籌股，而今年以來，漲幅較大
的個股，其股東逐漸減少，換言之，機構投資者長線
看好A股、鎖倉態勢明顯。

流通市值中佔比逾30%
根據萬得資訊以及西南證券分析，從持股市值來

看，當前A股總市值約為62萬億元人民幣，除去第一
大股東所佔的24萬億元人民幣市值，機構投資者在剩
下的38萬億元人民幣市值中約佔三分之一，足以左右
市場。

A慢牛行情料走到2018
陳舜津指出，上證指數上周順利站上3,410點，再

創波段高點，展現轉強力度；本周應有機會脫離
3,400點糾結區，朝去年初下跌起點3,538點邁進，後
勢觀察3,400點整數大關，若能守穩，則可望維持上
攻，否則可能重返高檔震盪整理。

針對籌碼面，陳舜津觀察，滬深兩市成交量放大
至5,600億元人民幣，滬港通北向略增溫，南向資金
也放大；上周A股站上近期高點，配合量能溫和放
大，料上攻走勢可望持續，A股慢牛行情有機會至少
走到2018，建議投資人可擁抱大中華市場，同時佈
局相關基金。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上證綜合指數近期表現頗

佳，有站穩 3,400 點的跡

象，主因是近年來機構投資

者持有A股的佔比愈來愈重，平均持股比重

已從2011年的20%左右，提高到30%以

上；反觀散戶則有減少的趨勢，當散戶炒股

已非主流，對於偏好中長期佈局的投資人而

言，正在走慢牛行情的大中華股票型基金，

頗適合定期定額投資。 ■保德信投信

美元區間震盪 等待消息指引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踏入11月份以來，主要貨幣兌美元陷於區間
波動，市場顯然失去了運行的方向，多空雙方勢
均力敵，在基本面相對比較平穩的情況下，投資
者不願意大規模建倉，也造成了市場遲遲不能走
出單邊行情。本周市場人士將關注美國通脹數據
的發佈，另外亦會聚焦於美國稅改政策的進展情
況，美國參議院共和黨上周四公佈的稅改計劃
中，公司稅下調要比眾議院稅改議案晚一年。
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周一表示，央行將繼續

堅持「強有力的貨幣寬鬆政策」，以支持通脹的
正面發展趨勢。展望未來，隨着產出缺口穩步改
善，企業對於加薪和提價的立場可能會逐步轉
變。黑田東彥表示，如果物價普遍進一步上升，
那麼通脹預期可能也會穩步提高。但儘管消費者
物價指數(CPI)升幅在0.5-1%區間，黑田東彥仍
持謹慎立場，稱通縮心態在日本仍根深蒂固。黑
田東彥還表示，預期到2019財政年度將達成2%
的央行長期通脹率目標。
技術圖表而言，從三月至今，美元兌日圓走勢

形成三個底部，頸線位置大約處於114.50，但之
前兩周連番試探亦未可作明確上破；此外，圖表
上亦見一組大型三角的頂部位置在114.70，倘若
後市可突破此區，將鞏固美元兌日圓的強勢延
續，延伸目標則會參考115.50以至今年初高位
118.60。下方支持回看短期上升趨向線113.30，
明確失守此區或將扭轉近兩個月以來的上升態
勢，較大支持將看至111.60及110關口。

瑞士央行出口術瑞郎偏高

美元兌瑞郎周四觸及兩周低位，此前瑞士央行
總裁喬丹稱，目前瑞郎匯價「偏高」，但沒再重
覆夏季前反覆使用的瑞郎被「嚴重高估」的措
辭。另外，喬丹表示央行仍有必要實施負利率政
策，以限制對瑞郎的需求。
美元兌瑞郎走勢，由5月至今已走出了一組
「U」形的技術形態，頸線位置1.01將為上向的
重大屏障，闖過此區料可延續新一輪上升動力，
之後關鍵將直指過去兩年均未可闖過的1.0350
水平，同時亦要注意若匯價於將來意外突破此
區，亦象徵着由2015年中開始的區間上落行情
可能告終，並延展另一輪上漲走勢，較近目標料
先指向1.05的半百關口。下方支撐先回看250天
平均線0.9870及年中雙底形態的頸線0.9760，關
鍵則指向0.9560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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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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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國內生產總值；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日本

澳洲

日本

英國

歐元區
美國

第三季GDP季率。預測+0.3%。前值+0.6%

第三季GDP環比年率。預測+1.3%。前值+2.5%

第三季民間消費季率。預測-0.4%。前值+0.8%

第三季資本支出季率。預測+0.3%。前值+0.5%

11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前值+3.6%

第三季薪資價格指數季率。預測+0.7%。前值+
0.5%；年率。預測+2.2%。前值+1.9%

9月工業生產月率修訂。前值-1.1%

9月產能利用率指數月率修訂。前值+3.3%

10月請領失業金人數。預測增加0.23萬人。前值增加0.17萬人

截至9月三個月按國際勞工組織標準計算的失
業率。預測4.3%。前值4.3%

平均每周薪資所得年率。預測+2.1%。前值+2.2%

平均每周薪資所得(不包括獎金)年率。預測+2.2%。前值+2.1%

9月未經季節調整的貿易平衡。前值161億盈餘

10月經季節調整CPI月率。預測+0.1%。前值+0.5%

10月未經季節調整CPI年率。預測+2.0%。前值+2.2%

10月經季節調整的核心CPI月率。預測+0.2%。前值+0.1%

10月未經季節調整的核心CPI年率。預測+1.7%。前值+1.7%

10月每周平均實質所得月率。預測-0.1%。前值-0.1%

11月紐約聯儲製造業指數。預測正26.0。前值正30.2

10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持平。前值+1.6%

10月扣除汽車的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2%。前值+1.0%

9月商業庫存月率。預測持平。前值+0.7%

■瑞士央行總裁喬丹表示目前瑞郎匯價「偏
高」，央行仍有必要實施負利率政策，以限制對
瑞郎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