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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今年赴港辦「香港濟南周」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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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CaseShiller 20個城市經季節調整房價指數月率，前值0.7%

11月CaseShiller 20個城市未經季節調整房價指數月率，前值0.2%

11月CaseShiller 20個城市房價指數年率，預測6.4%，前值6.4%

1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23.1/123.0，前值122.1

日圓維持強勢 關注多項風險事件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本周有一系列重要事件，值得投資
者密切關注。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於香
港時間早上發表國情咨文演講。此次
國情咨文的主題是「建立安全、強大
和令人引以為傲的美國」。一位高級
美國政府官員稱，特朗普的演說將聚
焦就業、基礎建設、移民、貿易和國
家安全五大議題。另外，美聯儲2018
年的第一次利率決議將在周三深夜三
時公佈，這將是美聯儲主席耶倫主持
召開的最後一次FOMC會議。市場普
遍預計，美聯儲將在本周按兵不動，
但投資者將重點關注會後聲明。目
前，美聯儲30日基金期貨價格預計，1
月份加息的幾率不到6%。

不過，市場認為3月份加息25個基
點的可能性高達75%。儘管本周美聯
儲政策本身沒有太大懸念，但投資者
需要關注本次會議中是否將釋放鷹派
信號，如對經濟和通脹的看法。周五
投資者將迎來非農報告，外界預計1月
非農就業崗位增幅將出現反彈，而薪
資增速依然保持堅挺。去年12月就業
增長明顯放緩，但工資增長強勁；經
濟學家們預計，就業增長將加速，而
薪資保持穩定。調查顯示，美國1月非
農就業人口料增加18萬，前值為增加
14.8萬；1月失業率預計維持在4.1%；
美國 1月平均小時工資月率料上升
0.3%，上月也為上升0.3%；1月平均
小時薪資年率升幅料自上月的2.5%提
升至2.6%。
日本央行上周一如預期維持貨幣政

策不變，總裁黑田東彥則努力淡化今
年稍晚收回超寬鬆政策的揣測，因通
脹仍低於央行目標。

薪資成長成經濟回升關鍵
另外，日本上周五公佈的數據顯示，

12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上年
同期上升0.9%，與11月數據持平，遠
低於日本央行2%的目標。薪資成長將
是日本經濟回升帶來持續通脹的關鍵，

因此本周公佈的日本就業數據、零售銷
售及家庭支出的數據，料會成為研判日
本央行動向的重要指標。
美元兌日圓走勢，圖表所見，由去
年九月至今，美元兌日圓走勢形成了
一組雙頂型態，頸線位置為11月27日
低位110.83，至上周已見明確跌破此
區，只要繼續居於此區下方，預料美
元後市將繼持下試。其後較具意義的
支持參考則會為去年9月低位107.31，
下一級看至200個月平均線105.80以至
105關口。向上阻力預估在110及250
天平均線111.80水平。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2200。
金價：將反覆回軟至1,34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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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加元上周初受制1.2495附近阻力後
走勢轉弱，上周四曾向下逼近1.2280水平約
4個月以來低位，本周初略為反彈，一度重
上1.2355水平。繼美國財長努欽上周三發出
弱美元言論，加拿大統計局上周四公佈11
月份零售銷售值按月攀升0.2%，連續3個月
上升，加元升幅迅速擴大，美元兌加元輕易
跌穿近3周以來位於1.2350至1.2360之間的
主要支持區，明顯結束近期的橫行走勢，將
增添美元兌加元的下行壓力。而隨着原油價
格逐漸回升，加拿大11月份製造業銷售值
表現強勁，不排除加拿大本周三公佈的11
月份經濟表現將較10月份改善，對加元構
成進一步支持。
雖然加拿大上周五公佈12月份消費者物
價指數按年上升1.9%，較11月份的2.1%增
幅稍為放緩，不過依然是貼近加拿大央行的
2%通脹目標水平，加上美元匯價偏弱，原
油價格仍處於反覆上升走勢，預期通脹率往
後將重上2%水平，若果重新展開的北美自
易談判一旦呈現氣氛好轉，則加拿大央行將
仍有機會在次季作出進一步加息行動，有助
加元延續過去6周以來的反覆攀升走勢。預
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2200水平。

金價料回試1340美元
上周五紐約2月期金收報1,352.10美元，
較上日下跌10.8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四受
制1,366美元附近阻力後走勢偏軟，跌穿
1,260美元水平後曾回落至1,342美元水平。
美國第4季經濟表現遜預期，但美國聯儲局
本周三晚公佈議息結果前，美國10年期長
債息率本周初出現急升走勢，一度上揚至
2.72%水平的3年多以來高點之外，升幅更
有擴大傾向，加上美元指數現階段企穩89
水平，略為不利金價短期表現。預料現貨金
價將反覆回軟至1,340美元水平。

科技股首重盈利增長與趨勢

統一全球新科技基金經理人郭智偉
表示，美國稅改對科技股的影

響，以海外匯回資金為主要貢獻，統
計在美股標普500指數成份企業中，科
技公司擁有高達 60%的現金存於海
外，在一次性的「現金匯回稅率」由
35%大幅降至15.5%後，美國指標企業
蘋果公司已經宣佈海外資金匯回計
劃，預計後續其他科技公司也將跟
上。

美跨國企業匯回資金助營運添動能
郭智偉分析，美國跨國企業匯回資

金的後續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有

助長期營運動能與類股評價同步獲得
提升。包括：一、資金用於股東回
饋，包括股票回購、增發股利。
二、研發投入，加速新產品與新技

術的開發，能在一至兩年後貢獻營收
與盈利。
三、提高資本支出，相關供應鏈

訂單將增加，廠商建設以自動化設
備為主，將使全球自動化滲透率加
速。
美股擁有新動能支撐科技股評價，

中國則是全球唯一可以與美國相抗衡
的市場。郭智偉指出，中國是集聚網
絡平台、軟體內容與硬體技術的市

場，會成為未來全球科技
重心之一，目前中國半導
體廠商已經趕上物聯網主
流製程28nm，再加上有政
府資金支持，將加速崛
起。

人工智能另一高增長熱點
此外，在政策扶持下，中國也是電

動車成長最快速的市場，且擁有關鍵
原物料優勢。而AI人工智慧則是另一
個快速發展的熱點。
次產業族群方面，郭智偉認為，現

在正是世代替換，尋找下一個王者的

時代。從剛落幕的CES消費電子展可
看出，今年將以人工智慧、智能家
庭、汽車電子為主流。相對地，全球
對智慧手機的需求減緩，今年表現預
計持平。
今年科技股投資佈局看好五大族

群，AI人工智慧、雲端與網絡、電動
車(EV)與自動車、自動化與機器人、金
融科技、醫療科技。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近一周全球科技類股漲多整固，漲勢略落後大盤。美國新稅制將吸引跨國

科技企業匯回海外資金，有助提升長期營運動能與類股評價，而內地正致力

發展為全球科技重心之一，MSCI中國科技指數今年獲利成長預估達68%，

居亞洲之冠，預計中美會是今年科技股兩大領頭羊市場。投資方向上，看好人工智慧、智

能家庭、汽車電子三大趨勢主流，建議可逢低擇優佈局。 ■統一投信

亞洲主要科技股指數
盈利增長率預估(%)

指數名稱

MSCI中國科技指數

MSCI韓國科技指數

MSCI日本科技指數

資料來源：彭博，統一以美元計價。統計至
2018/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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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和向紅昆明報道）
雲南省科學技術院副院長、省生物醫藥和大
健康產業推進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胡啟相在
2018年雲南省兩會期間的新聞發佈會上透
露，2020年雲南生物醫藥和大健康產業將實
現主營業務收入3,8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
目標。
雲南省省長阮成發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提出，雲南省要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綠色
能源」、「綠色食品」和「健康生活目的地」
這「三張牌」，形成幾個新的千億元產業。
作為「健康生活目的地」的標誌性工程，
雲南還在啟動建設雲南國際醫療健康城。雲

南省衛生計生委主任李瑪琳稱，已有近20家
醫療機構和企業對項目產生了初步的合作意
向。

國際醫療健康城建設啟動
雲南國際健康醫療城將按國際一流標準引

進建設1所綜合醫院、5所醫學中心、13所
專科醫院、1所醫學院和1所護理學院，並
在園區內集聚10家左右的醫療健康產業上
市公司。經過5年至10年，發展成為世界一
流的診療中心、面向南亞東南亞的醫療輻射
基地、亞洲重要的醫療旅遊目的地、國內領
先的生物醫藥及大健康產業聚集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 山東報
道）記者從「山東兩會」上獲悉，濟南
市將於今年赴港舉辦「香港濟南周」活
動，盼進一步吸引本港優勢項目落戶泉
城。
濟南市市長王忠林表示，該市今年將聚

焦「專業、影響、載體、政策、環境」，
提升精準招商成效。積極發展與專業中介
機構的招商夥伴關係，策劃組織香港濟南
周、德國濟南周、跨國公司濟南行等重大
活動。
依託園區開展產業鏈招商，引進一批龍

頭企業和產業項目，吸引一批配套的科技

型中小微企業，推動優勢主導產業集群發
展，大力抓好招商引資。

抓好240項目涉逾萬億
另外，山東省省長龔正在今年政府工作

報告中提出，要提高省會城市首位度。對
此，濟南市市長王忠林在「兩會」上表
示，今年該市將加快新舊動能轉換先行
區、區域性產業金融中心建設，構建開放
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試驗。着力抓好
240個市級重點建設項目，總投資超過1萬
億元人民幣，完成年度投資2,700億元人
民幣以上。

■■圖為今冬昆明城大觀河圖為今冬昆明城大觀河
邊人鷗嬉戲的和諧景象邊人鷗嬉戲的和諧景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和向紅香港文匯報記者和向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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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擬打造大健康千億產業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不久前，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回歸詩
詞百首新編》揭封、贈書儀式，世界晉江
青年聯誼會常務理事施少君應邀擔任主
持。施少君表示，在競爭激烈、金融地產
充斥的香港，企業家、詩人施學概能如此
醉心於中華文化，出資出力，並偕同子女
竭力推出如此珍貴的詩詞新編紀念香港回
歸，謳歌「一帶一路」，弘揚中華文化，
令人肅然起敬。
據了解，施學概20年前主編了《回歸詩
詞百首》，20年後他又以《回歸詩詞百首
新編》繼續傳播中華文化。他用詩的語言
聲情並茂地演述了編纂此書之壯志豪情，
他說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

作為炎黃子孫當把展現中華文化的永久魅
力和時代風采作為自己的使命。這也引起
了從事多年人力資源培訓和企業文化建設
的施少君之共鳴，企業的長青也追朔到員
工對企業文化的展現和執行，這不是一天
一夜而是長年累月的使命。
施少君表示，施學概的才華以及對國家

的那份摯愛，對「一國兩制」方針的理解
和身體力行才成就了《回歸詩詞百首新
編》的閃亮問世。會後施少君得悉籌委會
秘書長施若琛、法律顧問施若龍是施學概
的大兒子和幼子。當翻開詩集之時也閱見
了施學概孫女的墨筆，對於其能將這傳播
中華文化的使命在第二、第三代身上繼續

發揚光大，施少君不得由衷讚許。
當日儀式邀得中聯辦、特區政府領導，

社會各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大院校的代表500
餘人出席，現場各大學院校以及中學代表
接受了贈書，整個活動圓滿成功。

日前，香港銅鑼灣工商業聯合會第二屆董事局就職典禮在皇
室1號囍臨門圓滿舉行。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旭

斌，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陳百里，立法會議員謝偉俊，
灣仔區民政事務專員陳天柱，灣仔區議會主席吳錦津，灣仔警
區指揮官謝名揚，灣仔區議會副主席周潔冰，廉政公署港島區
首席廉政教育主任蘇艷玲，該會永遠榮譽創會會長、東華三院
主席李鋈麟，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盧錦欽及香港灣仔區各界協
會主席吳國榮主禮，聯同現場數百名來賓，見證香港銅鑼灣工
商業聯合會展開新的一頁。
李鋈麟表示，該會成立兩年來，舉辦多項慈善活動，各位
董事及會員各展所長，積極服務社群，充分履行了「積極參
與社會公益事務」和「團結工商，惠澤社群」的宗旨，令銅

鑼灣成為一個更昌盛更和諧的地區。展望未來，該會將繼續
不遺餘力，促進銅鑼灣區的經濟及民生發展，提升銅鑼灣區
的營商質素，進一步加強社會服務，共同建設更美好的銅鑼
灣和香港。
該會會長周錦威致辭，希望憑藉工商各界的聲望和資源回饋社
會，協助地區發展，促進社會和諧。他表示，將於新一屆董事局
任期內成立義工團，使社會服務能更有規模，服務範圍更廣泛，
期望與新一屆董事局各成員和社會人士一起推進會務、團結同
業、服務社會，為銅鑼灣、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更大貢獻。
該會主席李澤民呼籲該會繼續與廣大工商界人士保持密切聯

繫，認真聆聽業界心聲，集思廣益，擔當溝通工商界同特區政
府及海內外人士的使者，為香港的美好未來盡一份力。

ECOVACS ROBOTICS日前宣佈，全新
DEEBOT OZMO 930繼去年11月首次於香
港亮相，現正式公開發售。這款功能強大的
地面清潔機械人讓香港用戶可憑藉其超大容
量電子控制水箱及高科技OZMO拖地技
術，大大縮短清潔家居地面的時間。此外，
為慶祝新春佳節，消費者透過指定香港官方
渠道購買ECOVACS DEEBOT及WINBOT
系列指定產品可獲88折新春優惠。
全新DEEBOT OZMO 930建議零售價為

港幣7,198元，2月28日前於指定商戶購買
更可獲贈DEEBOT專用清潔配件。為了讓
更多用戶可享受由機械人帶來的家中清潔無
窮便利體驗， ECOVACS DEEBOT 及
WINBOT系列指定產品至2月18日在各特
定大百貨及電器連鎖店的銷售點和特約商店

推出88折新春優惠，包括WINBOT 950、
DEEBOT SLIM2 及 DEEBOT MINI2。用
戶放心把地面和窗戶清潔的任務交予全自動
化的ECOVACS ROBOTICS清潔機械人，
便可專注於家居佈置、辦年貨及團年飯等準
備功夫，輕鬆為摯愛親友帶來最完美的農曆
新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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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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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照
。

《回歸詩詞百首新編》贈書儀式圓滿舉行
施少君欣賞施學概弘揚中華文化

大掃除好幫手DEEBOT OZMO 930新春優惠

香港銅鑼灣工商業聯合會第二屆董事局就職

■香港銅鑼灣工商業聯合會第二屆董事局就職，賓主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