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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冀助港電競業育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英皇集團近年於本港積極開展新業務，如經營英皇戲院，又成立英皇電競開拓

電競業務，以及將原本於跑馬地英皇駿景酒店搬遷至灣仔皇后大道東373號新址。有份參與開拓業務的英皇集團

企業行政主任楊政龍昨表示，香港電競業起步較遲，期望可以透過私人企業參與加快培育本地電競人才。電競業

最賺錢部分是來自贊助商，如將戰衣撥出部分用來賣廣告，收視及收入均相當高。

電子競技風潮近年殺到香港，英皇集團
去年9月成立英皇電競，開展電競隊伍

管理、舉行恒常電競聯賽及專業電競學院業
務。楊政龍表示，英皇電競已展開恒常電競
聯賽、招收和培養非職業合約電競選手，以
及與大專院校商討開設電競課程。他強調，
16歲至23歲是電競選手的黃金期，他們提
供的主要是培養團隊之間的默契，但不會要
求他們放棄現有學業。
楊政龍又透露，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的
兒子王思聰已買下英皇電競聯賽的內地轉播
權。

酒店入住率維持九成
另一方面，隨着本港旅遊業回暖，英皇酒

店集團去年底於灣仔英皇駿景酒店開業以
來，入住率維持90%，農曆新年期間更出現
爆滿。
他指出，灣仔英皇駿景酒店共有299間

房，亦有中西式餐廳及天台餐廳，目前客
源中，團體客和散客佔比分別為三成及七
成，內地客比例與旅發局公佈的訪港內地
客比例相若（即約佔75%）。由於該酒店
距離金鐘商業區不太遠，期望可以吸納外
籍商務客。
由於上述酒店是將跑馬地英皇駿景酒店遷

來，楊政龍指酒店內原有的中式食肆舊客仍
經常前來光顧。地下則是由哥哥楊其龍打理
的全新西式餐廳MONKEY CAFE，亦吸引
不少本地客光顧，未來天台會再添特色餐

廳。

擬沙田拓展戲院業務
近年積極發展本港戲院經營市場的英皇文

化產業有意再拓展，楊政龍表示，繼中環娛
樂行及屯門新都商場的英皇戲院相繼於去年
底及本月中開業後，會於本港一些戲院數量
少的地區尋找拓展機會，其中一個考慮地點
是沙田區。
楊政龍指出，屯門新都商場的英皇戲院剛

於本月14日開業，首日已爆棚，主要因為區
內戲院少，人均屏幕仍低；中環區同樣對戲
院需求相當大，英皇文化產業未來會積極拓
展戲院經營業務，尤其是一些戲院數量少的
地區，如沙田區是考慮地點之一。

■楊政龍（右）指，電競業最賺錢部分是來自贊助商。旁為英皇楊受成（中）及張炳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悅琴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貿發局主
辦的兩項珠寶業大型展覽會「第5屆香港國
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及「第35屆香港
國際珠寶展」將於下周先後在灣仔會展揭
幕。貿發局署理總裁周啟良昨於記者會上
指，去年香港貴重珠寶出口有3.6%增長，
香港珍珠、寶石及半寶石的原材料出口總
值亦升近14%。外圍經濟仍樂觀，雖然中
美貿易磨擦等問題續成隱憂，從今年參展
及買家團來看，相信今年珠寶出口仍審慎
樂觀。
「第5屆香港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
展期由2月27日至3月3日，「第35屆香港
國際珠寶展」展期則由3月1日至5日。貿
發局指，今年兩展合共吸引全球50個國家
及地區，超過4,550家參展商參與，打破歷

年紀綠。大會今年將組織來自75個國家及
地區的115個買家團參觀兩展，預計有超過
8,000家公司參與。周啟良表示，今年日本
方面的參展商明顯增加。今年日本珍珠出
口商協會首次組團參與珠寶展，並展出不
同款式的珍珠首飾成品。

首設珠寶科技廊
另外，今屆珠寶展首設「珠寶科技

廊」，蒐羅最新管理科技、珠寶設計、生
產及電子商貿方案，當中囊括各種應用於
珠寶行業的物聯網設備。本地參展商萬信
電子科技的智能展盤mTray，能實時追蹤存
貨狀態和位置，亦可以透過NFC連接顧客
手機，傳送產品資料；另一本地參展商
「像我科技」將展示應用於珠寶業的擴增

實境功能（AR），讓消費者透過手機應用
程式試戴名貴珠寶首飾。
大會3月2日將舉行珠寶科技研討會，主

題包括雲端技術和大數據應用等。香港科學
園園區公司Master Dynamic更會分享其最
新研發、世界上最細的鑽石防偽印記技術。
出席同一活動的周大福（1929）董事總經

理黃紹基指出，農曆年間入舖人數及人均消
費均有上升，預料銷售額按年增長達雙位
數。對於近日股市大幅波動或影響市民購買
意慾，他認為股市波動屬常見，整體仍然向
上為主，資金流動性仍有上升，對今年銷售
表現有信心。香港珠寶出口方面，他預料
2018年將繼續有正增長，特別看好鑽石及黃
金的出口；今年未必會增加周大福分店數
目，反而會着重於增加產品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富衛香港昨推出「身心衛危
疾保障計劃」，特別涵蓋了10
種情緒病。富衛香港及澳門首席
市務總監謝振國於記者會上表
示，核保時只要通過精神病醫生
鑑定，受保人即可獲得相應的賠
償，最高單次獲投保額的一半作
為賠償。謝振國介紹，「身心
衛」最低投保額為24萬元。以
30歲男性為例，假設投保額為
60萬元，每年需繳納1.4萬元保
費，供款至65歲即可，但保障
計劃可延長至100歲。10種情緒
病包括抑鬱症、躁鬱症、強迫症
和精神分裂症等，其中還特別列
出三項兒童情緒病，分別為專注
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妥瑞症和
自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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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珠寶展下周會展揭幕

■藝人張寶兒展示價值6,000萬元的「湛
藍之星」藍寶石項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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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零售銷售季率，前值0.2%；年率前值4.1%

1 月全國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
0.8%，前值0.9%

1月全國整體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前值1.0%

2月東京地區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前值
0.7%

2月東京地區整體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前值
1.3%

第四季經季節調整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修訂，預
測0.6%，前值0.6%

第四季未經季節調整國內生產總值(GDP)年率修訂，
預測2.3%，前值2.3%

1 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終值，預
測-0.9%，前值0.4%；年率終值預測1.3%，前值
1.3%

1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HICP月率終值，預測-1.6%，
前值0.4%；年率終值預測1.0%，前值1.2%

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 0.4%，前
值-0.4%；年率預測1.4%，前值1.9%

1 月央行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月率，前
值-0.5%；年率前值1.2%

基金經理減持美股 長線仍看好

儘管高達7成的經理人認為經濟已在
循環的晚期，而隨着薪資及通脹率

可望上揚，低通脹低增長金髮女郎經濟將
轉為高成長高通脹的經濟，這也是2011
年4月以來的首度改變。此外，伴隨着美
國政府支出上揚，預期財政政策偏向寬鬆
的經理人也來到2011年以來的高點。
而從整體股債配置方面，二月份經理

人在股市回調之際，明顯降低風險性資
產，並增加現金水位。全球股市從上月
的淨加碼55%，下降到43%，為2016年
2月以來的最低，現金部位則回到2016
年11月以來的最高位。經理人並下調債
券及利率敏感型產業的REITs，看好前
三大產業分別為景氣循環類股的科技、
銀行、消費耐久財類股，而防禦型產業

如公用事業、電信及民生消費產業則為
前三大減碼產業。

高點時間料在2019年或之後
區域方面，儘管美股上周出現回落，但

多數經理人仍認為牛市末升段並非立即終
結，標普五百指數長線高點2,850點至
3,000點可期，換算2月12日的收盤價約
有7%至13%的升幅，而在一月份調查中
多數經理人預估美股高點的時間點料落在
2019年或之後，顯見經理人對於美股多
頭行情並未完結的信心。區域方面，加碼
歐洲及新興市場仍穩居主流，同為淨加碼
41%。
隨着股市的波動度在二月份彈升、引

發部分做淡波動度的指數投資證券(ETN)
產品出現清盤下市，做淡波動度(18%)交
易也讓出上月的擁擠交易首位，排名落

到第三，轉而由做好科技股(FAANG+
BAT) (26% )重新佔據擁擠交易的第一
名，排名第二的則是造淡美元(20%)。
富蘭克林坦伯頓金磚四國基金暨新

興國家基金經理人伽坦·賽加爾指出，
2018年受到美國聯儲局縮表及升息的
影響，加上新興市場股市已漲到半山
腰、市盈率擴張，波動勢必增加，尤
其聯儲局緊縮政策的速度與強度為一
大變數，所幸整體新興市場體質已相
較過往強健許多，有助抵禦資金外流
衝擊，若企業獲利能持續成長，也有
助降低評價面過高疑慮。而科技的進
步讓許多產業充滿機會與成長性，次領
域中相對看好網路平台業者，擁有可持
續性的獲利能力，並且擁有強勁的現金
流，因此儘管部分網路平台公司股價水
平已高，但仍深具投資價值。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二月份以來美國殖利率上揚，帶動全球股市下挫，在

年前給了投資者一場震撼教育。從甫出爐的二月的美林

經理人調查中，美林牛熊市指標仍顯示賣出，短線氣氛

仍偏保守看待。當通脹可能伴隨着薪資壓力出現回升，經理人預估通

脹升溫、債市崩盤將是首要的尾端風險，比例較上月再度上揚9%至

45%，其次則為美歐央行貨幣政策錯誤(18%)，但企業盈利仍將扮演

股市向好及景氣循環股的定心丸。 ■富蘭克林投顧

聯儲局會議紀要鞏固美元走勢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美元兌一籃子貨幣周四觸及逾一周高位。美
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的1月政策會議記錄
顯示，決策者在該次會議上對有必要繼續升息
的信心增強。美元指數突破90關口，相比上
周創下的接近88.25的三年低點，美元指數已
上漲約2.2%。美聯儲周三發佈的1月30-31日
政策會議記錄顯示，決策者在該次會議上對有
必要繼續升息的信心增強，多數委員相信通脹
將上升。

官員對經濟前景預期有所提升
美國短期利率期貨走勢仍反映出，市場堅

定認為美聯儲今年將升息三次。會議記錄還
顯示，美聯儲官員自12月以來對經濟前景的
預期有所提升。美聯儲1月的貨幣政策會議
是耶倫主席任期內的最後一次會議，該次會
議後發佈的月度就業和通脹資料顯示物價壓
力上升。
美聯儲會議記錄公佈後，美債收益率及美元
連袂上揚，美國10年期公債收益率周三高見
2.957%，創四年來高位。鮑威爾將在2月28
日在國會作證，這是投資人了解其作為美聯儲
主席想法的第一個好機會。
歐元兌美元觸及2月 12日以來最低水平

1.2258美元。3月4日意大利全國大選前的政
治不確定性，短期內可能令歐元承壓。民調顯
示，意大利大選將產生懸峙議會。

歐元兌美元短線料續現回吐
技術走勢而言，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
現呈回落，料歐元兌美元短線續有回吐壓
力，上方阻力先看1.2350，關鍵在1.2540至
1.2560區域，此區在近兩個月以來多次限制
了歐元進一步漲幅，而剛於上周亦上試不
果，令技術面轉而趨弱。10天平均線已告跌
破25天平均線構成利淡交叉，亦預示着中短
期歐元或見陷於弱勢，並有機會以雙頂形態
跌破位於1.22水平的頸線位置，若此區明確
失守，歐元弱勢料將加劇。
另外，以去年10月至今的累計漲幅計算，

38.2%及50%的調整水平為1.2175及1.2055，
擴展至61.8%則為1.1940水平。再而，今年
初低位1.1914亦為一重要參考。
紐元兌美元跌至一周低點0.7307美元，圖表

所見，較近支持先會留意0.7180及250天平均
線0.7110。以去年11月17日低位0.6781起始
的累計漲幅計算，38.2%及50%的調整水平為
0.7190及0.7110，擴展至61.8%則為0.7030水
平。至於向上阻力預估在250周平均線0.7445
及 0.75 水準，關鍵則回看 2015年 4月高位
0.7740水平。

福而偉金融控股集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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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屬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凌晨時份美聯儲1月貨幣政策會議紀要
公佈後，金價震盪一度快速上揚，其後
無以為繼，反映1月會議當天美聯儲偏向
鴿派（不提高目標利率），但自此之後
經濟和市場狀況發生了變化。
1月的會議上決定不提高目標利率，但
美聯儲官員認為經濟增長加速和通貨膨
脹上升已經是逐步提高利率的理由。會
議上「幾乎所有的會議參與者都認為通
脹或在中期上升至2％的目標。因為經濟
增長保持趨勢向上，勞動力市場也保持
強勁。逐步提高目標利率將維持經濟增
長，並平衡通脹和失業率上升的風險」
再加上特朗普政府1.5萬億美元減稅措施
對本已強勁的經濟進一步提振。在美聯
儲新任主席鮑威爾的領導下，下月提高
目標利率似乎已成為事實。

市場對及後發展的解讀：
Corum預計通脹是會議紀要的主要焦
點，新內容甚少。預計未來幾個月通脹
將進一步接近2%，下半年放緩，因為公
寓租金下降影響CPI的住房部分。2018

年可能會有三次加息，但如果CPI的住房部分保
持堅挺，美聯儲將敞開加息四次的大門。
美林財富管理高級投資策略師Rob Haworth表
示：「會議紀要似乎揭示了美聯儲的溫和態度，
使得金價走強，而美元走軟，因為人們擔心美國
財政赤字惡化將進一步擴散，並抵消美聯儲加息
對美元的提振。但此後美元隨同美債收益率一起
反彈走高，致金價大幅跳水。主要由於市場認
為，美聯儲會議紀要整體傳達的措辭偏鷹派。」
美國良好的經濟增長環境為美聯儲加息打下了
基礎，在這樣堅固背景支持下，美元強勢，長期
而言黃金將持續下行。然而，敘利亞戰況加劇，
嚴重影響中東地區穩定。此外，以巴和平仍然未
有進展，各方繼續對抗短期難見和平。金價短期
依然波動，投資者應密切關注各方局勢發展。

金
價
上
揚
無
以
為
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