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盈利上調 拉美基金潛力大

保德信拉丁美洲基金經理人高君逸分
析，在國家配置方面，近期持續增持
智利，主因是看好國會大選(本月 19
日)後，改革派可能掌政，銅價也有支
撐；而巴西通脹壓力持續紓緩，巴西
央 行 也 將 今 年 通 脹 預 期 下 調 至
3.45%，未來仍持續有減息空間，預期
減息幅度將逐漸收窄，但整體仍維持
寬鬆步調不變。
至於墨西哥，高君逸指出，10月製造

業PMI由52.8驟降至49.2，為2013年7
月以來首度低於50.0，不過主要是受到
強震影響；此外，近期貨幣貶值也造成
產出及訂單縮減；不過10月墨西哥企業
信心指數仍持平於上月的49.4，顯示企
業信心並未受到太大衝擊。

巴西料續減息 墨企業信心穩
高君逸提醒，市場傳出巴西執政黨計劃

重組內閣，拉攏有意合作推動改革的勢

力。今年以來，巴西股市的外資參與率大
致維持在50%左右，並未受政治風險干
擾，截至上月底，追蹤MSCI巴西指數的

ETF在外流通股數也持續上升，為2013
年來最高，但考量政治風險，以及原物料
價格波動，投資人不宜押寶單一國家。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今年MSCI拉丁美洲指數漲幅達17%(以美元

計)，帶動多隻拉丁美洲股票型基金績效亮眼。

分析師指出，今年拉丁美洲諸國企業盈利表

現，除了哥倫比亞受到油價先前走低衝擊，多

數國家企業盈利均較先前上調。放眼2018年，據瑞士信貸預測，

包括巴西、墨西哥、智利股市企業盈利增長12%到14%，哥倫比

亞企業盈利則可望在低位效應下，增長率料逾20%，建議投資人

可伺機佈局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保德信投信

紐元再探底 維持弱勢傾向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美元周四處於守勢，因圍繞美國稅改計劃前景的疑
慮、美國股市下跌以及高收益率債券價格下跌均打擊
人氣，抵消美國基礎通脹上升的影響。美元指數周三
最低跌至93.40，創近四周以來最低水平，從9月初開
始的漲勢中大幅回調。數據顯示，美國10月核心消費
者物價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上升1.8%，之前五個月一
直持於1.7%。10月零售銷售較前月增長0.2%。這兩
項數據均略微高於市場預期，從而進一步加強了美聯
儲12月加息的理據。但美國利率期貨走勢顯示，美聯
儲2018年初加息的概率略低於周三數據公佈前的水
平。

下試考驗0.6670支持
另外，美國參議院共和黨人提出的稅改方案周三遭

到兩名共和黨參議員的抨擊，預示這項全面稅改方案
可能會遇到阻礙。該方案擬廢除對奧巴馬醫改的授
權，而且永久減稅舉措只針對美國大企業。共和黨在
參院僅擁有52至48席的多數優勢，若是少了兩張以上
的支持票就會令形勢不妙。而美股以及垃圾債延續跌
勢，又進一步打擊了美元人氣。標普500指數跌至三
周低點，垃圾債收益率則升至七個半月高位。

縱然美元近日回軟，但紐元兌美元卻仍未能擺脫弱
勢，再次回落至0.69水平下方，並且逼近上月底的低
位0.6818，而早於今年5月紐元低位亦曾觸及同樣位
置，故此，需留意若果當前匯價跌破此區，或會觸發
新一輪下跌趨勢，預料延伸下試目標為0.6670水平，
關鍵則直指0.65關口。同時，由去年6月至今，匯價
走勢亦大致呈現出一組雙頂形態，若果形態幅度計
算，中線的目標甚至可下延至0.6150水平。至於上方
阻力就首要參考0.70關口，在月初紐元的一段反撲行
情中，正正是止步於0.70關口之前，因而後市需重新

闖過此區才可望紐元擺脫技術弱勢。向上較大阻力預
計為50天平均線0.7080及0.72水平。
美元兌加元走勢，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近日重

新走高，短線或見匯價可重新轉穩。下方支持先會關
注上升趨向線1.2710，本周一直力守不失，但倘若後
市跌破此趨向線則會破壞近兩個月來的上升格局，下
延支持看至 50天平均線 1.2530。黃金比率計算，
38.2%調整為1.2590，延伸至50%及61.8%則分別為
1.2490及1.2385。至於向上阻力預估為1.2820及200
天平均線位置1.30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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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而偉金融控股集團成員

匯金天下

（以上內容屬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回顧本周金價，周二四大央行巨頭齊
聚德國法蘭克福，承諾逐步退出08年金
融危機期間實施的貨幣刺激政策，恰逢
歐元區第三季度GDP等數據公佈，極
大提振歐元，打壓美元指數，間接提振
金價，美元指數最低去到93.4附近，而
金價當天最高去到1,283美元附近，在
周三公佈的美國CIP指數表明美國經濟
存在較低的通脹問題，這對美國聯邦儲
備局的12月份加息是一個關鍵的考驗。
美國稅改方面，繼續牽動投資市場的
神經，美國參議院共和黨的稅改方案周
三再遭到共和黨的抨擊，可預見這項全
面的稅改方案可能會遇到麻煩。據外媒
報道，共和黨Ron Johnson表示，因為
該提案對大企業更有利，而對其他的並
沒太大作用，這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不
會投下贊成票。朝鮮半島局勢方面，美
國國務院朝鮮政策首席代表尹汝尚在14
日抵達韓國，時值朝方暫停導彈及核試
驗之際，外界對朝鮮半島局勢有所緩和
充滿希望，儘管特朗普已經聲稱與朝鮮
談判只是浪費時間，但尹汝尚已經悄悄
企圖讓朝鮮半島緊繃的局勢降溫。

委內瑞拉政府債券出現違約
委內瑞拉政府沒有償還款項，標準普
爾已於11月14日將該國相關的債券評
級下調至D級。另外2026年到期債券的
寬限期到期日為11月26日，亦有機會
出現違約，令市場避險情緖升温。
技術分析方面，美元指數在周二受到
數據及四大央行消息影響開盤94.5下跌
至93.76，隔天周三再次收到美國CIP數
據影響，美元指數最低跌至93.4，迅速
反彈93.8附近，最終收盤93.9附近，表

明了美元指數下方的強力支撐，美元指數有可能
作出技術反彈。金價上，已經連續22個交易日
在1,265-1,289美元波動，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趨
勢型信號，從14日至15日的四小時黃金分割線
上看，價格已經跌破0.618的重要支撐，但是下
方還有日線圖的黃金分割線的0.5分水嶺，從日
線圖的均線看，也是糾纏不清的，而周圖的均線
從上往下壓制K柱，目前周圖的KDJ在靠攏，
有機會形成金叉，日線的KDJ卻形成死叉，尚
未形成向下輻射的狀態，周圖和日線圖的RSI都
在50中線，綜合目前的消息面和技術面，建議
投資者依然在1,288-1,265美元附近交易，在技
術面較為膠的情況下，需要格外的關注市場上
的消息，越是平淡的行情，表明了多空力量的聚
集，一旦破位將是新的一波巨大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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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57.5
第三季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投入指數。前值+1.4%
第三季生產者物價指數(PPI)產出指數。前值+1.3%
10月新車銷售。前值-0.5%
9月未經季節調整流動賬。前值296億盈餘
9月經季節調整流動賬。前值333億盈餘
10月建築許可年率。預測124.7萬戶。前值122.5萬戶
10月建築許可月率。前值-3.7%
10月房屋開工年率。預測119.0萬戶。前值112.7萬戶
10月房屋開工月率。前值-4.7%
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1%。前值+0.2%
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1.4%。前值+1.6%
10月央行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
0.3%。前值+0.2%
10月央行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前值+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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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設千億基金發展硬科技 雲南成全球最大核桃主產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2017全球硬科技創新大會日前在西安開幕，來自世界多個國家和地

區的近千位相關領域院士專家、科技企業領袖、知名投資人出席開幕式。據悉，西安是硬科技概念的發源地，

在此次大會召開之際，西安專門出台十條措施，並設立千億元產業基金助推硬科技發展，希望走出一條硬科技

改變世界、硬科技引領未來的創新發展之路，打造硬科技之都。

硬科技是指人工智能、基因技術、航
空航天、電腦科學、光子芯片、新

材料等領域中的高精尖原創技術的統稱，
一般具有自主研發、長期積累、高技術門
檻、難以複製和模仿、有明確的應用產品
和產業基礎等特點，是推動人類進步的核
心動力。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相里斌、陝西省副省長

張道宏出席開幕式並發表致辭。西安市委書
記王永康在開幕式致辭時表示，首屆全球硬
科技創新大會的召開，把西安推向了科技的
最前端、世界的最前沿，必將引領全球硬科
技發展的最新浪潮和最新趨勢。

冀通過市場化運作吸引資金
據了解，為進一步加快硬科技發展，

西安亦專門設立1,000億元人民幣西安
科技產業發展基金，圍繞硬科技產業
「種子期—初創期—成長期」各階段，
希望通過市場化運作吸引社會資本和金
融機構投資硬科技產業，最終撬動形成
硬科技產業投資規模超過5,000億元人
民幣。同時引進境內外知名創投機構設
立分部，培育科技企業在滬深交易所、
「新三板」、區域股權交易中心等上市
融資和掛牌交易。
此外，西安市還將與中科院、工程院

建立合作機制，擬投資200億元，建設
10平方公里左右的西安科學園，加快時
間和空間研究院、光電子信息先導技術
研究院等創新平台建設，爭取建設國家
綜合性科學中心。

■■西安市委書記西安市委書記
王永康王永康

本報陝西傳真本報陝西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和向紅）生態、
安全、地道的雲南核桃產品越來越吸引
資本的目光，搭乘營銷的快車，36個
小時即能從枝頭「跳」進京津滬等消費者
的購物籃中，核桃仁大量銷到港澳台、日
本、韓國等地。
日前召開的第十三屆中國昆明國際農

業博覽會透露，雲南正在成為全球最大的

核桃主產區。
第十三屆中國昆明國際農

業博覽會為期五天，設標準
展位 2,000 個，韓國、日
本、泰國、俄羅斯、法國及
台灣地區的170多家企業參
展，並舉辦了「2017年雲
南核桃產業發展高峰論
壇」。雲南省副省長張祖林
稱，目前雲南核桃種植面
積、產量、產值均居全國之
首。預計到2020年，全省
核桃產業綜合產值達650億
元(人民幣，下同)。

昆明農博會設展位2000個
來自漾濞縣蒼山西鎮光明村委會的核

桃大戶楊洪山是種植核桃的受益者。他
說，一棵15年的核桃樹進入盛產期，平
均畝產乾果可達120公斤至150公斤，一
棵樹收益至少可達300元，一畝收益至少
有3,000元左右。

■雲南核桃正成為消費者喜愛的又一旅遊手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和向紅攝

貴州輪胎逾26億越南設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亞明貴陽報道）

貴州輪胎股份有限公司日前與越南簽約，
擬投資26.6億元人民幣，在該國前江省龍
江工業園區設廠生產輪胎，滿足越南及周
邊「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市場需要。
來自貴州省商務廳消息稱，貴州輪胎

在越南的投資項目將分三期進行，其中，

2018年完成一期廠房建設，2019年投
產。一期實現年產全鋼載重子午線輪胎
120萬條，預計年銷售收入1.16億美元。
二期、三期實現工程輪胎、重卡輪胎、大
型農業輪胎及載重輪胎擴產發展，並適時
延伸產業鏈，建設天然橡膠生產、加工、
倉儲、貿易基地。

惠而浦合肥智能工廠投產
香港文匯報訊 據合肥市高新技術產業

開發區管委會消息，惠而浦(中國)股份有
限公司位於該區的惠而浦工業園，日前舉
行智能工廠投產儀式。此次惠而浦投產的
智能工廠項目於2015年啟建，正式投產
後，可以年產200萬台滾筒洗衣機以及
1,000萬台智能程控器。

最快12秒下線一台滾筒洗衣機
據介紹，投產後，該智能工廠的4條總

裝流水線上的機器人，最快12秒就可以
下線一台滾筒洗衣機。到2020年，通過
技術的逐步升級，該智能工廠的生產效
率還會提高40%。
惠而浦(中國)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合肥

榮事達三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4年。
2014年惠而浦中國總部落戶合肥，惠

而浦工業園正是其與合肥三洋完成戰略重
組後啟動的最大新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世茂集團日前與喜達屋資本合
資成立的上海世茂喜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與印尼
PT. GRAHA PECATU酒店開發公司正式就巴
厘島酒店項目簽約，世茂喜達將品牌輸出管理
PT.GRAHA PECATU在巴厘島南部庫塔的酒店
及公寓項目，這是世茂喜達首個海外簽約項目，
也意味巴厘島的第一家高端中國酒店即將誕
生。

巴厘島首家高端中國酒店
據印尼中央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共計有

1,202.3萬外國遊客赴印尼旅遊，內地遊客在其
中佔比持續保持領先地位。世茂喜達酒店集團總
裁唐鳴表示，此次巴厘島項目便將融合中國風格
以及巴厘島本地特色，希望為內地遊客在遊覽國
外風情時提供「回家」感受。據介紹，該項目位
於巴厘島南部群山和海岸之間的度假型發展區，
佔地400公頃，該區域還有著名的Dreamland海
灘和Balangan海灘，以及New Kuta高爾夫球場
和New Kuta綠色公園。

世茂喜達巴厘島酒店項目簽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
鄒平報道）恒豐銀行濟南分行昨
天與西王集團舉行戰略合作簽約
儀式，恒豐銀行向西王集團授信
100億元（人民幣，下同），並為
西王提供金融綜合解決方案，助
力企業發展。根據協議，雙方建
立長期戰略合作關係，包括但不
限於授信融資、投資銀行業務、
交易銀行業務、現金管理等。

據西王集團董
事長王勇介紹，
今年集團盈利能
力不斷增強，西
王果糖、保健玉
米油、運動營養
保健品、鋼軌等
高端高附加值產
品，發展質量持
續提升，成為企
業的主打產品和
發展方向。今年
1-10月份，集團

實現銷售收入362.9億元、利稅
19.2億元，分別同比增長38.3%
和79.1%，創歷史最好業績。企
業的資產負債率有望從年初的
64.3%降到59%，集團的運營狀
況更加健康高效。
據悉，恒豐銀行是12家全國性

股份制商業銀行之一，綜合能力
排名位列全國性商業銀行第7位，
全國股份制商業銀行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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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恒豐銀行與西王集團簽約現場。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