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第六屆「內蒙古．香港

經貿合作活動」昨正式在港開幕，開幕式現場共簽約19個

重點合作項目，涵蓋金融、製造、能源、化工、現代物

流、電子生物、基建等多個領域。自治區副主席張韶春昨

致詞時稱，希望藉此活動進一步密切蒙港經貿合作，更好

地促進內蒙古與世界各地的交流與合作，十分歡迎香港各

界赴內蒙古交流。

內蒙在港簽19重點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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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韶春介紹，內蒙古面積約佔全國國
土面積的1/8，其特殊的氣候和地

理環境，造就了大草原，大森林，大山
脈，大沙漠，向世人展現出多姿多彩的
景象。除此之外，還享有北方遊牧文化
的搖籃、中國的資源寶庫等美譽。

「一帶一路」建設重要樞紐
張韶春還強調，自治區是中國向北開
放的重要窗口和「一帶一路」建設的重
要樞紐，目前已開通對外開放口岸18
個，全面啟動滿洲里、二連浩特等兩個
國家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建設，已同11

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了41對友
好地區關係。

投資環境優 全方位擴開放
隨後，自治區發改委稽察特派員張斌

介紹，內蒙古的投資環境可概括為三個
特點。一，投資環境優越，具有便利的
區位條件、獨特的資源稟賦、優越的要
素保障等；二，政策體系疊加，內蒙古
享受西部大開發、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
興、國家民族區域自治、延邊開發開放
等優惠政策；三，合作空間廣闊，加快
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全方位擴大對外

開放。

港資投內蒙居首 涉多領域
此外，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

德權發表演講時透露，在內蒙古投資的
國家和地區中，香港佔據了第一位，集
中在製藥、電子、燃氣、交通、採礦、
服務業等領域。截至去年底，累計有470
家香港企業在自治區投資，投資總金額
達104億美元；41家內蒙古企業來港投
資，總額為35.9億美元，同時有8間企
業在港上市。
同一場合，南非駐港總領事倪清閣，

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周啟良，香港新
西蘭商會主席衛德雲亦發表講話，歡
迎、鼓勵兩地多多交流，推動商貿合作
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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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經
局副局長陳百里，全國人大代表鄭耀
棠、王敏剛，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朱
銘泉、楊志紅、詹洪良、董吳玲玲、周
勇、閻峰，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
宏斌，香港總商會主席吳天海，香港工
業總會主席郭振華，香港中華總商會永
遠榮譽會長林廣兆等政商界人士亦參與
了是次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張美婷)內蒙古自
治區昨日於香港舉辦「2018年內蒙古．
香港優勢產業合作發展推介會」，會上
推介了當地的農牧業、旅遊業和大數據
這三大產業。內蒙古自治區旅遊發展委
員會副主任張玉軍表示，內蒙古與港澳
地區旅遊資源差異性大，互補性強，合
作空間廣闊。多年來經過兩地旅遊業界
的共同努力，內蒙古與港澳的旅遊合作
更加密切，港澳已成為內蒙古旅遊主要
的入境客源地和出遊目的地，是內蒙古
旅遊對外合作的重要地區。

旅遊資源豐富 農牧業具優勢
張玉軍表示，內蒙古是北方遊牧文化

的發祥地。歷史上，眾多民族在此繁衍
生息，創造了燦爛的草原文明，同時創
造了紅山文化，大窯文化，河套文化等
名揚中外的人類文明。當地還是恐龍，
猛獁象的故鄉，還有五當召等眾多珍貴
的歷史遺跡。其中阿爾山世界地質公
園，有亞洲最完整，面積最大的火山群
地貌絕美樣本；克什克騰世界地質公園
生態類型多樣，有冰石林，冰臼群等眾
多第四季冰川遺跡，是內地北部環境演
化的自然博物館；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質
公園，是世界唯一以沙漠為主體的地質
公園。
在農牧業方面，據內蒙古自治區農牧

業廳副廳長雲挨厚介紹，當地具有5大
農牧業優勢，分別為地理氣候獨特，資
源環境綠色，產品數量繁多，產品品質
優良，和產業基礎雄厚。他重點推介了
羊絨產業，稱其是最具國際競爭力的產
業，年產羊絨8000噸左右，佔全國原絨

產量的42％，羊絨加工總量居全國第一位。

綠色數據中心建設領先全國
在大數據方面，內蒙古自治區大數據發展管理局
副局長杜鋼峰表示，2016年10月國家正式將內蒙
古列為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目前當地新一代資
訊通訊基礎設施日臻完善，對接簽約了一系列重點
專案，吸引了一大批國內外知名企業入駐，全區大
型數據中心伺服器裝機能力突破100萬台，位居全
國首位綠色數據中心建設走在全國前列，各領域應
用全面鋪開，新產業，新業態正在加速興起。
杜鋼峰又指，進入新時代，內蒙古將全面落實國
家大數據戰略，以建設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為抓
手，推進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和實體經濟深
度融合，着力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
培育新產業，新動能，新增長極，加快建設數字內
蒙古和智慧內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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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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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自治區發改委稽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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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屬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中美貿易戰正酣，在特朗普要求額外對
1,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不
久，又祭出一輪新行動，美政府以極其荒
謬的藉口，對中興通訊發出出口限制禁止
令，就此市場普遍認為，美國連串舉動，
是針對「中國製造2025」計畫中重點發展
產業。指控中國一家通訊公司違反美國限
制向伊朗和朝鮮出口貨品禁令而罰款12
億美元；本周一（16日）又再指控該公司
沒有遵守協議處分涉事的員工，借機禁止
所有美國公司向該公司出口技術、軟體及
零部件，為期長達七年。中美貿易衝突延
續，使得避險情緒升溫。
上月美國宣佈暫時豁免歐盟、加拿大、
墨西哥及日本鋼材及鋁材進口關稅，屆滿
已到，未見各國與美國達成新的貿易協
議，不過歐盟繼中國之後，向世界貿易組
織提出，要求美國就鋼鐵關稅作出賠償；
加拿大及日本也起來投訴及反對美國貿易
行為。現時美國一百多個貿易業界組織去
信美國眾議院委員會，反對美國向中國徵
收額外關稅，憂慮會有反效果，從而增加
企業成本和物價，使得美國反要向消費者
徵稅。美貿易業界是否能阻止這場貿易風
暴，接下來拭目以待。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特朗普提名太平洋

資產管理全球策略顧問克拉裏達出任聯儲
局副主席兼聯儲局理事，計畫提名堪薩斯
州銀行監理專員鮑曼出任聯儲局理事。克
拉裏達是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及國際事務
教授，曾在前總統喬治布殊任內擔任財政
部助理部長，在學術界及金融界享負盛
名。克拉裏達主張傳統貨幣政策，是個實
用主義者而非理論派。
周二（17日）美元指數反彈，金價在
1,350 美元附近承壓回撤，最低下探
1,337.5美元，因貿易戰升級及敘利亞局勢
等因素金價受到支撐重返1,340上方。周
線圖上，K線站在保力加通道中軌上；日
線圖上，金價受MA10支撐，保力加通道
在收縮，MA20有拐頭向下跡象，KD指
標中軸金叉，MACD快慢線粘合狀態，
短期未能形成強大向上趨勢，黃金仍可能
震盪調整，也可能趁機突擊1,350關口之
上。上行阻力 1,353/1,360。下行支撐
1,337/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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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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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季率，預測
0.5%，前值 0.1%；年率預測 1.1%，前值
1.6%
前周投資海外債券，前值賣超6,094億
前周外資投資日本股票，前值買超3,329億
3月經季節調整就業人口，預測增加2.00萬
人，前值增加1.75萬人
3月經季節調整全職就業人口，前值增加6.49萬人
3月經季節調整就業參與率，預測65.7%，前
值65.7%
3月經季節調整失業率，預測 5.5%，前值
5.6%
2月未經季節調整流動賬，前值128億盈餘
2月經季節調整流動賬，前值376億盈餘
3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5%，前值+0.8%；
年率預測2.0%，前值1.5%
3月扣除能源的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4%，
前值+0.6%
3月扣除能源的零售銷售年率，預測1.4%，前
值1.1%
初請失業金人數(4月14日當周)，預測23.0萬
人，前值23.3萬人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4月14日當周)，前
值23.0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4月7日當周)，預測184.8萬
人，前值187.1萬人
4月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數，預測正20.1，前值正22.3
3月領先指標，預測0.3%，前值0.6%

新興市場價值股可逢低吸

凱基新興市場中小基金經理人陳沅
易表示，全球景氣同步復甦、原

物料價格回升、強勢美元不再，以及部
分新興國家仍有降息空間等利多簇擁
下，搶進新興市場股市已成趨勢。儘管
去年已累漲頗多，但持續看好現階段還
有許多還沒跟上的價值股值得買進。
歷史經驗顯示，當新興市場表現優於

成熟市場時，價值股的表現也會勝過成
長股。
陳沅易指出，新興市場價值股是全球

股市中唯一真正被低估的部位，從2012
年2月以來，新興市場價值股的表現落
後成長股達34%。

相比增長股仍大折讓43%
儘管去年底新興市場經歷一波反彈，

但現階段價值股相對於增長股仍大幅折
價達43%。
陳沅易表示，目前相對看好的新興

市場價值股包括台灣原材料股、中國
的銀行、保險和醫療保健股，以及韓

國的金融、非必須消費和原物料股，
其股價的平均市盈率約只有10倍(詳附
表)，評價遠低於歷史均值，投資價值
浮現。
此外，陳沅易表示，日前美國新一波

制裁事件導致俄股出現較大震盪，但歷
史經驗顯示，當俄股出現單日下跌10%

以上，在未來3個月至6個月出現正回
報的機率偏高。

俄股市盈率偏低具吸引
此外，俄股Shiller市盈率僅6.3倍，
在新興市場股市中明顯物美價廉，亦是
可把握分批逢低加碼機會。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預期在11月中期選舉前特朗普會繼續操弄涉及主

權的敏感議題，令全球股市波動將加大，新興市場

短期震盪亦難免，不過隨着近期的貿易戰暫告段

落，利淡已多數出盡，新興市場因體質轉佳可望相對抗跌，續吸引

資金回流，中長期投資前景仍看升。 ■凱基投信

數據面支撐美元喘穩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美元周三稍呈回穩，美國樂觀的經濟數據給美
元帶來支撐，同時圍繞美中貿易關係以及中東緊
張局勢的消息風險似乎暫為消退。美元指數一度
跌至3月27日以來低點89.229，隨後因美國3月
房屋開工強於預期和工業生產數據穩健而回升。
另外，美聯儲威廉姆斯表示，美國經濟將很快進
入第二長的擴張周期，預計2018年、2019年美
國經濟增速均值為2.5%。美聯儲埃文斯認為，
就業市場穩健，消費者支出基本面十分強勁。美
元從經濟指標中獲得支撐，由於西方國家對敘利
亞的打擊料不會升級，加上中美貿易問題暫時沒
有相關重大消息，政治風險的消退令市場得以將
焦點放在經濟基本面。

通脹數據左右紐元後市
紐元兌美元走勢遲滯，市場等待新

西蘭公佈重要經濟數據，周四即將公
佈第一季通脹數據，預期該數據可能
表現不佳。市場預估中值為，新西蘭
第一季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前季
上升0.5%，較上年同期上升1.1%。
這將剛剛處於新西蘭央行1%-3%的
目標區間內。技術走勢所見，若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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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將視為重要的心理關口支撐。向上阻力預估
為0.7390水平，關鍵直指0.7440水平，在一月
及二月匯價已曾探試此區，這亦同時為250周平
均線所在，若後市可作出突破，則有望進一步確
認紐元兌美元可重新展開升勢；預計其後可上探
0.75以至0.7590水平。
美元兌瑞郎方面，技術圖表所見，相對強弱
指標及隨機指數繼續走高，示意着美元兌瑞郎
有進一步上試傾向。下方支持預估在25天平均
線0.9560及0.9360，進一步支撐依據則為0.92
水平。至於上試阻力預估為 250 天平均線
0.9680 及 0.9850 水平，關鍵則見於 0.9950 至
1.00。

投資價值浮現的新興市場價值股
類股

中國銀行

中國保險

中國醫藥

韓國金融

韓國非必須消費

台灣原材料

資料來源：Datastream, MSCI, IBES, J.P. Morgan，2018/3

未來12個月預估市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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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盈率10年歷史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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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新西蘭貨幣圖為新西蘭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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