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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發掘
「校友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夢
回長安－百萬校友回歸」活動第三場近日在西
安舉行，本場活動，從全球「回歸」西安的西北
工業大學校友們，共帶來軍民融合、特色小鎮等
16個項目，現場簽約2,028億元(人民幣，下同)。
據記者了解，從去年開始，作為科教綜合實
力排名全國第三的教育重鎮，西安市緊盯「校
友資源」，大力發展「校友經濟」，在不到 4
個月的時間裡，共與校友們簽訂合作項目 47
個，成功引資 4,459.6 億元。西安市也希望通過
這些活動，在引入外來資本的同時，亦能留下
百萬大學生參與西安建設。

母校+校友」形成更加緊密的發展共同體，實現
共建共享共贏。

發展人工智能芯片產業
據悉，「夢回長安－百萬校友回歸」前兩場

上海交大
搭建早教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 山東
報道）山東省濟南市最新推出《關於
推進濟南「僑夢苑」建設發展若干扶
持政策》，包括組建10億元(人民幣，
下同)「僑夢苑」產業投資基金等內
容，借此吸引更多海外優質資源集聚
濟南。
據了解，該政策主要包括組建 10 億
元產業投資基金、設立 1,000 萬元貸
款擔保專項資金、設立 1,000 萬元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報道）由博聞創意會展（深圳）公司
主辦的深圳國際電子煙產業博覽會近
日舉行。展館總面積達到 37,500 平
米，吸引 1,500 家品牌商，來自 45 個
國家和地區的 50,000 名專業觀眾及
350 家海內外媒體參與此次展會。據

從前瞻產業研究院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內地早教市場
總體規模已經達到 4,891 億元人民幣左右，同比增長近
18%，且隨着二胎政策，早教行業正體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需
求特徵。

黃金走勢圖

（以上內容屬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煙花三月」國際經貿旅遊節是
古城揚州一年一度的重要招商推介

太倉赴深引資 135 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緊鄰上海的江蘇太倉市日
前在深圳舉辦招商投資說明會，太
倉市委副書記、市長王建國出席。
看好太倉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
工業基礎，大量香港和深圳企業紛
紛簽約投資。
此次招商會共計有 25 個項目簽
約，總投資達 134.53 億元人民幣，

項目涵蓋智能裝備、光學材料、精
密製造、新能源、商貿物流等領
域、以及人才引智、科技服務等，
這些項目將為太倉創新轉型發展提
供強勁的新動能。
會上多家香港和深圳企業簽約，
包括香港鑫信精密模具簽約投資拓
展精密模具業務及香港匯景集團海
豐控股簽約拓展商貿物流等。

險補償專項資金、融資費用補助、專
利質押融資專項資金、建立服務平台
和工作機制6方面內容。
濟南「僑夢苑」於去年 5 月揭牌，
規劃總面積 366 平方公里，突出生物
醫藥、電子信息、智能裝備三大產
業，着力打造總部經濟。截至目前，
「僑夢苑」引進項目 91 個，包括落地
項目 18 個，已簽約項目 7 個，總投資
金額327.4億元。

了解，展會首次出現基於消費者轉型
趨勢發展而設立的小煙展館。
深圳目前已是全球電子煙產業聚集
區，數據顯示，2016 年電子煙在全球
的銷售額達到 100 億美元，全世界約
90%的電子煙在中國生產，而深圳電
子煙產值佔全國的90%。

眾 創 空 間

從合肥高新區管委會獲悉，騰訊眾創空間
（合肥）日前正式在該區開園，已吸引包括威事科技、房信網絡、盜
心網絡、多點美好、達鏈科技、輕鬆籌等 30 餘家優質企業入駐。項
目共 1.05 萬平米，設有 1,032 個創客工位，可容納 100 餘個創業團
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新興市場息率高具投資價值

分析師 潘森

關注本周重要數據公佈

上周四
（4 月 26 日）
，美國至 4 月 21 日當
周初請失業金人數公佈為 20.9 萬人，前值
為 23.3 萬人，預測值為 23 萬人，美國 3 月
耐 用 品 訂 單 月 率 公 佈 為 2.6% ， 前 值 為
3%，預測值為 1.6%，兩項數據皆遠好於
市場預期，周初請失業金人數更是自 1969
年以來最低，顯示美國經濟依然強勁。數
據提振美元，打壓現貨黃金一度下試
1,315美元低位。
上周五
（4 月 27 日）
，美國公佈第一季度
實際 GDP 年化季率初值，數值為 2.3%，
前值為 2.9%，預測值為 2%，4 月密歇根
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終值公佈值為 98.8，
前值為 97.8，預測值為 98。兩項數據都是
美聯儲看重的指標，高於預測值亦反映美
國 2018 年第一季的經濟狀況並未如早前
市場預期般出現大幅放緩。然而，黃金不
僅未大幅下滑反而止跌反彈，金價從
1,315 美元低位回升至 1,325 美元附近，儘
管資料高於預測值，但仍處於市場預估範
圍內，加上前一日資料遠好於預期，利好
消息提前釋放，此時金價又處在低位，獲
得逢低買盤支持。不過，仍受美元指數上
漲影響，黃金周一二再次下跌，下試
1,300 美元重要關口，但仍徘徊在 1,300 至
1,310區間。
本周接下來仍有多項重要經濟數據公佈，包括
歐元區第一季度 GDP 年率初值及美國非農數據等
等。重為重要的幾個事件，莫過於周四
（5 月 3 日）
凌晨 2 時公佈的美聯儲利率決議及周五
（5 月 4 日）
晚上 8 時 30 分公佈的美國 4 月份非農就業報告，
預料數據公佈後金價會有一番波動。目前市場預
期本次美聯儲利率決議會維持利率不變，但美國
第一季經濟數據比預期好，提升了美聯儲加息預
期，以及利率決議前金價一般會受壓的慣例，筆
者預料本周金價強勢反彈的機會不高。

「煙花三月」簽約590億

活動，今年共有 500 多名中外嘉賓
和客商出席。活動期間，將有 166
個重大項目簽約落戶揚州，其中 45
個項目在開幕式上現場簽約。
現場簽約項目中，共有外資項目
18 個，總投資 54.55 億美元；內資
項目 27 個，總投資 247.25 億元人民
幣。其中，投資額最大為中廣核新
能源的光伏風力發電裝備項目。據
揚州市委書記謝正義介紹，當天揚
州還有 80 個汽車、機械、新能源、
現代服務業等重大項目集中開工，
總投資477億元人民幣。

全球電子煙銷售額達百億美元

市場規模年增近18%

福而偉金融控股集團成員

活動分別在西安交通大學、西安理工大學舉
行，吸引數百位校友參與。期間亦達成「一帶
一路」青少年國際教育產業園、大數據與人工
智能科技小鎮、3D 打印特色小鎮、人工智能芯
片產業設計製作應用等30多個高精尖項目。

濟南設
「僑夢苑」
基金引外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
育學院早期教育管理研究所近日
正式成立，旨在推進內地早期教
育發展並搭建早期教育產業交流
平台。據悉，早期教育管理研究
所成立後的主要職能包括早期教
育界的熱難點研究、培訓產品研
■劉牧群
發、專業人才招聘等。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育學院院
長、早期教育管理研究所理事長劉牧群表示，研究所可為早期
教育行業搭建平台，促進中國早期教育行業的產學研結合。

匯金天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揚
州報道）日前的 2018 中國．揚州
「煙花三月」國際經貿旅遊節開幕
日，現場共有 45 個內外資項目集中
簽約，總投資折合約 590 億元人民
幣，包括中廣核新能源總投資 22 億
美元的光伏風力發電裝備項目和北
控清潔能源總投資 18 億美元的光伏
儲能項目等。

■西安科教實
力雄厚，每年
畢業大學生20
萬，擁有研究
生培養單位43
家，科研院所
95家。

「回西安看看 回西安幹幹」
西安科教實力雄厚，擁有普通高校 63 所、軍
事院校 7 所，研究生培養單位 43 家，科研院所
95 家。每年畢業大學生 20 萬，大學校友隊伍龐
大。從去年開始，西安市大力發展「校友經
濟」，圍繞「夢回長安－百萬校友回歸」計
劃，力邀廣大校友攜帶技術、項目、資金和團
隊「回西安看看、回西安幹幹」，促使「西安+

中廣核北控投資揚州

新興主要市場今年經濟增長率再獲調升

中美貿易紛爭未完全平息、美國 10 年期公債殖利
率上升及地緣政治風險影響下，近期新興市場股市

投資攻略

呈現震盪整理。不過，隨中美貿易緊張減緩及政治

風險降溫，未來基本面穩健、弱勢美元、企業盈利展望佳及商品
價格走升將持續支撐新興市場股市投資前景。
基新興市場中小基金經理人陳沅
易表示，新興市場製造業 PMI 指
數 從 2016 年 7 月 以 後 便 轉 為 擴 張 區
間，今年年初更升至接近四年來新高，
全球熱絡的經濟活動持續支撐新興市場
成長動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看
好新興市場的復甦趨勢將更明顯，4 月
發佈的最新經濟展望報告，再度上調今
年新興市場的經濟成長率0.33%。

凱

市盈率偏低 投資具吸引
陳沅易表示，新興市場股市無論是
股價淨值比及市盈率均相對便宜，持續
看好新興市場投資前景，綜合經濟、盈
利增長性、動能及評價各指標，包括新
興亞洲的香港、印尼、韓國及馬來西
亞，拉美的巴西、新興東歐的俄羅斯等
股市均具投資吸引力。
陳沅易表示，巴西政局擔憂趨緩，3

■ 凱基投信

月製造業PMI指數升至53.4，為七年來
第二高，加上勞動市場改善、消費成長
帶動經濟活絡，有利提升企業盈利，且
今年仍有降息機會，原材料價格走揚下
有利股市投資前景。南非擁有政經改革
利多，且處於降息階段，預期南非幣續
升空間有限，貨幣貶值下有利企業出
口，股市有機會止跌回升。

地區
亞洲

拉美

國家

2018年4月預估增長率(%)

2017年10月預估增長率(%)

中國

6.56

6.5

韓國

3.04

2.96

印尼

5.3

5.3

巴西

2.26

1.49

墨西哥

2.29

1.85

俄羅斯

1.71

1.6

1.5

1.05

4.41

3.48

歐非中東 南非
土耳其

資料來源：IMF，2018/4

貿易衝突降溫利好氛圍
陳沅易表示，特朗普對俄羅斯的態
度並未過於強硬，若短線油價能因為地
緣政治問題持續強勢，及美中兩國之間
貿易衝突降溫，俄股在經濟基本面的支
撐下，有機會再繼續震盪向上。目前俄
股市盈率在修正後已回落至 6 倍上下，
且股息率達 4.5%，較整體新興市場股
息率約2.3%高，具投資價值。
■南非擁有政經改革利好，貨幣貶值下有利企業出口，股市料有機會止跌回升。圖為
南非最大城市約翰內斯堡。
資料圖片

紐元測探 0.70 關口
金匯 出擊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美元兌一籃子主要貨幣周三徘徊四個月高位附近，
受益於美國經濟強勁的前景和美國公債收益率上升，
與此同時，有跡象顯示美國以外地區、尤其是歐洲經
濟放緩。美元指數周二高見 92.57，為 1 月 10 日以來
最高。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周二發佈的調查顯
示，美國 4 月工廠活動放緩，但技術工人短缺且成本
上升，表明通脹壓力正在積聚。投資者還認為特朗普
的減稅和支出計劃可能進一步推高通脹，促使利率以
更快速度上升。
官方數據周三顯示，新西蘭第一季失業率降至九年
低點4.4%，但薪資增長低迷，料將使得新西蘭央行暫
時維持利率不變。新西蘭統計局稱，失業率觸及2008
年第四季以來最低，就業增長0.6%，好於分析師預計
的增長 0.4%。就業參與率為 70.8%。薪資僅增長
0.3%，低於預期的增長0.4%，薪資年增幅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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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的調整水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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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位延伸下試目標可看至 0.6950
以至 0.68 水平。向上阻力預估為 250 天平均線 0.7180
及0.7390水平，關鍵直指0.7440水平。

央行總裁樂觀論調提振加元
加拿大央行總裁波洛茲周二表示，儘管家庭債務水
平處於紀錄高位，但加拿大經濟的前景非常不錯，他
相信即便在利率上升時，央行仍然能夠控制好這種債
務風險。波洛茲沒有暗示央行下次升息的時間，但他
樂觀的論調提振加元。
美元兌加元走勢，圖表所見，向上將矚目於 1.29
至 1.2920 區域，上周以來匯價多番上探亦未可突
破，估計本周若仍未可闖過此區，則將醞釀回調壓
力。較近支撐預估在 25 天平均線 1.2750 及 1.2680，
關鍵支持則會留意上月匯價一直探試着的1.25關口，
若後市可下破此區，則大有機會開展新一輪下探走
勢；估計下試目標為 250 周平均線 1.2350。反之，若
可突破上述阻力區域，延伸上試目標料為 1.30 及 3 月
19日高位1.3124。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3月國際貿易平衡，預測500億赤字，前值576億赤字
初請失業金人數(4 月 28 日當周)，預測 22.5
萬人，前值20.9萬人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4月28日當周)，前值22.925萬人
20：30
續 請 失 業 金 人 數 (4 月 21 日 當 周)， 預 測
183.8萬人，前值183.7萬人
第一季非農單位勞工成本初值，預測2.9%，前值2.5%
第一季非農生產率環比年率，預測0.9%，前值持平
4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前值54.8
21：45
4月Marki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前值54.4
美國 3月工廠訂單月率，預測1.4%，前值1.2%
3月扣除運輸的工廠訂單月率，前值0.1%
3月耐用品訂單月率修訂，前值3.5%
3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月率修訂，前值0.9%
3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月率修訂，前值3.0%
22：00
3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財訂單月率修訂，前值0.9%
4月供應管理協會(ISM)非製造業指數，預測58.1，前值58.8
4月供應管理協會(ISM)非製造業企業活動分項指數，預測60.0，前值60.6
4月供應管理協會(ISM)非製造業就業分項指數，前值56.6
4月供應管理協會(ISM)非製造業新訂單分項指數，前值59.5
4月供應管理協會(ISM)非製造業投入物價分項指數，前值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