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兩天，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刑偵支隊民警王林松利
用休息時間，累計騎行近9個小時，跨越9個區，用自己
的騎行軌跡在手機軟件上完整「繪製」了一幅「中國地
圖」，以自己的方式為第69個國慶節送上一份禮物。他
表示，想通過這次騎行，彌補去年只跑出國土「公雞頭」
圖形的遺憾。
10月1日中午12時許，王林松騎着自己平時鍛煉用的

公路自行車，按照事先規劃的線路騎行，開始「繪畫」
地圖之行。每騎行10公里，王林松就會把軌跡分享到騎
跑團的群裡，群友的鼓勵也給了他堅持的動力。直到昨
晚，王林松照着標注南海海域的「九段線」軌跡騎行，
終於「繪製」了一幅「中國地圖」。
王林松說，跑步、騎行這些運動都是他平時的愛好，在
運動中挑戰體能極限，既能鍛煉身體，也能獲得突破自我
的快感：「這兩天完成了『中國地圖』共近127公里的騎
行挑戰，挺自豪的。」 ■上觀新聞

滬警單車代筆 足跡繪出國土
在位於安徽省淮河岸邊的蚌埠
市博物館裡，一尊出土於中國雙
墩遺址的陶塑紋面人頭像，穿越
7,300年歷史，安靜地呈現出神秘
的微笑。它是中國已知最早的陶
塑人像之一，目前正通過網絡平
台向全球徵集「昵稱」。
陶塑紋面人頭像在1986年雙墩遺

址的試發掘中出土，經過碳十四測
定，它距今已有7,300年歷史，被評
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它呈現出的五官很清秀，具
有女性面部的特質，做出微笑的
表情，面部有刺點紋，額頭上有
太陽紋。」曾經參加過雙墩遺址
兩次發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

研究所研究員王吉懷說。

盼昵稱易記有美感
蚌埠市博物館館長季永介紹說，

這件文物在考古學上的學名叫「新
石器時代陶塑雕題紋面人頭像」，
是一件精美的藝術作品，是中國已
發現的最早的人物雕塑之一，具有
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季永

說，這個穿越7,300年的微笑足以與
西方經典的蒙娜麗莎相媲美。但多
年來一直沒有一個容易記憶且具有
美感的名字，所以我們邀請全球的
朋友們為它取一個有魅力的名字。
對於全球徵名，季永表示，這件

文物是重要的歷史實物，也是一件
藝術珍品，應該有一個具歷史文化
信息，又能夠展示它的藝術魅力的
美名。 ■新華社

7300年前「微笑像」全球徵名

■陶塑紋面人頭像正通過網絡向全
球徵名。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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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女遊西湖跌手鄂女遊西湖跌手機機
浙警自製神器打撈浙警自製神器打撈

國慶長假，浙江杭州西湖邊人山人海，難免

有些小意外。近日一名湖北女遊客的手機和西

湖來了次「親密接觸」。當地輔警用磁鐵吸了

半小時仍然無果，最後他請出師父─大名鼎

鼎的「西湖撈哥」帶着自製的「打撈神器」閃

亮登場，助鄂女找回手機。 ■新華社

■■打撈神器已獲實用新型專利打撈神器已獲實用新型專利
證書及外觀專利證書及外觀專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一位湖北姑娘近日上午在西湖蘇堤上拍位湖北姑娘近日上午在西湖蘇堤上拍
照照，，不小心把手機掉進了西湖不小心把手機掉進了西湖，，姑娘沒姑娘沒

辦法撈起來辦法撈起來，，就向警方求助就向警方求助。。
景區的輔警何建鵬首先趕到了現場景區的輔警何建鵬首先趕到了現場。。他以他以
磁鐵地毯式搜尋事發水域磁鐵地毯式搜尋事發水域，，但涉事手機品牌但涉事手機品牌
較難被磁鐵吸上來較難被磁鐵吸上來，，而且還套了個皮套而且還套了個皮套，，故故
磁鐵吸了半小時依然無果磁鐵吸了半小時依然無果。。

撈哥鎮西湖撈哥鎮西湖 曾救逾百人曾救逾百人
看到姑娘糾結的表情看到姑娘糾結的表情，，何建鵬決定請師何建鵬決定請師
父父「「西湖撈哥西湖撈哥」」出山出山。「。「西湖撈哥西湖撈哥」」周翔周翔
軍軍，，今年是他待在杭州西湖水上派出所的今年是他待在杭州西湖水上派出所的
第第1717年年。。1717年間年間，，他救起了他救起了100100多人多人，，
撈出的物品總價超過撈出的物品總價超過100100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
「「西湖撈哥西湖撈哥」」逐漸為人熟知逐漸為人熟知。。
接到何建鵬的電話接到何建鵬的電話，「，「撈哥撈哥」」二話沒二話沒
說說，，帶着自製的打撈桿往蘇堤趕去帶着自製的打撈桿往蘇堤趕去。。

頂端裝鏡頭頂端裝鏡頭 實時觀水底實時觀水底
「「撈哥撈哥」」自製的打撈桿頂端裝有夾子及鏡自製的打撈桿頂端裝有夾子及鏡

頭頭，，可以通過固定在桿體上的熒幕實時觀察可以通過固定在桿體上的熒幕實時觀察
水底情況水底情況，，再以夾子將物品夾上來再以夾子將物品夾上來。。這款實這款實
用的打撈桿分別獲得了實用新型專利證書及用的打撈桿分別獲得了實用新型專利證書及
外觀專利外觀專利。。
「「果然果然，，通過攝像頭拍到的畫面看到通過攝像頭拍到的畫面看到，，手手

機卡在石頭縫裡機卡在石頭縫裡，，接下來就要用打撈桿頂部接下來就要用打撈桿頂部
的夾子把手機夾出來的夾子把手機夾出來。」。」何建鵬說何建鵬說。。經過十經過十
餘分鐘的嘗試餘分鐘的嘗試，，姑娘的手機被姑娘的手機被「「撈哥撈哥」」成功成功
打撈了上來打撈了上來，，看着失而復得的手機看着失而復得的手機，，姑娘連姑娘連
連致謝連致謝。。
景區公安民警提醒市民遊客景區公安民警提醒市民遊客，，拍照時不要拍照時不要

離西湖太近離西湖太近，，以免隨身物品落入湖中以免隨身物品落入湖中，，如果如果
遇到突發情況遇到突發情況，，可以就近找景區公安旅遊警可以就近找景區公安旅遊警
察求助察求助。。

■■看着失而復得的手機
看着失而復得的手機，，遊遊

客喜逐顏開客喜逐顏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王林松用自己的騎行軌跡在手機軟件上
「繪製」了一幅「中國地圖」。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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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周投資海外債券，前值買超15,050億元
前周外資投資日本股票，前值賣超5,198億元
8月商品/服務貿易平衡，預測14.00億元盈
餘，前值15.51億元盈餘
8月進口月率，前值持平
8月出口月率，前值-1.0%
9月Challenger 商業計劃裁員人數，前值
3.8472萬人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9月29日當周)，預測
21.3萬人，前值21.4萬人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9月29日當
周)，前值20.62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9月22日當周)，預測166.5
萬人，前值166.1萬人
8月工廠訂單月率，預測+2.1%，前值-0.8%
8月扣除運輸的工廠訂單月率，前值0.2%
8月耐用品訂單月率修訂，前值4.5%
8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月率修訂，前值
0.1%

8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月率修訂，前值
2.6%

8 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財訂單，前
值-0.5%
9月Ivey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61.3
9月Ivey經季節調整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前值61.9

金匯錦囊
紐元：將暫時橫行於65.00至67.00美仙之間。
金價：將反覆上試1,21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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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元上周三受制66.95美仙附近阻力後走
勢偏軟，本周早段顯著失守66美仙水平，
周三曾走低至65.60美仙附近兩周多低位。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本周二表示美國失業
率處於近50年低點，通脹依然保持溫和，
並繼續看好美國經濟前景之後，美元指數的
升幅反而逐漸放緩，周三更一度回落至
92.25附近，反映部分投資者較為關注美國
的失業率與經濟增長是否分別有觸底及見頂
的風險。
另一方面，新西蘭央行上周四會議維持政
策不變，重申保持現行指標利率至2020
年，但布蘭特期油及紐約期油近期升勢轉
急，雙雙上揚至接近4年高位，引致央行在
會後聲明中指出燃料價格攀升將令通脹短期
內升溫，認為通脹年率將逐漸回升至2%水
平，預示新西蘭統計局本月16日公佈的第3
季通脹年率將高於第2季的1.5%水平，同時
有機會重上央行1%至3%通脹目標範圍的中
值水平。
此外，紐元匯價過去6周均處於65.00至

67.30美仙之間的活動範圍，而隨着聯儲局
主席鮑威爾認為通脹將表現溫和，美國本周
五公佈的9月份非農就業數據未必能帶動美
元指數擴大升幅，預料紐元將暫時橫行於
65.00至67.00美仙水平之間。

空倉回補 金價料上試1210美元
周二紐約12月期期金收報1,207美元，較
上日升15.3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在1,184
美元水平獲得較大支持後，周二呈現反彈走
勢，一度向上觸及1,208美元水平1周多高
位，收復上周所有跌幅，周三大部分時間處
於1,202至1,208美元之間。美國聯儲局主席
表示通脹將維持溫和表現之後，美元指數升
幅放緩，部分投資者掉頭回補空倉，有助限
制金價跌幅，並帶動現貨金價重上1,200美
元之上。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上試1,210美
元水平。

新興股市未來回報料可觀

新興市場貨幣備受近期大規模拋售
的衝擊。新興市場貨幣波動最近

飆升至高於2013年「退市恐慌」時的
水平，當時擔任聯儲局主席的伯南克
暗示將開始逐步縮減新推行的央行資
產購買計劃。然而，新興市場及成熟
市場其他資產類別的波動仍然較低。
各國貨幣亦出現走穩跡象，為遏制里
拉進一步大幅下跌，土耳其召開緊急
會議決定升息，我們認為對新興市場

資產整體而言是個利多訊息。
我們曾在2018年第四季全球投資展

望提及，今年新興市場的困境源自多
個不利因素的綜合影響，包括個別國
家因素（土耳其以信貸推動經濟成長
後續乏力不振；阿根廷政策失誤）；
貿易緊張局勢惡化；多個新興市場國
家舉行大選；以及全球金融政策略為
緊縮。美國加息導致資本競爭加劇，
投資者重新調整對較高風險資產（尤

其是新興市場資產及股票）的報酬預
期，增添新興市場壓力。經常賬赤字
最高且外債負擔最高的新興市場經濟
體系貨幣遭受的衝擊最嚴重。韓國及
泰國等具有經常賬盈餘的國家並未面
臨貨幣危機風險。

強勁基本面仍然被忽略
我們認為今年新興市場的拋售潮並

非全球市場出現危機的預警，而主要
是由一系列個別事件觸發，導致市場
忽略新興市場的強勁基本面。新興市
場經濟體目前表現不錯，土耳其及阿
根廷等陷入財困的國家出現經濟衰退
所產生的影響有限。我們的研究顯
示，成熟市場是推動全球經濟擴張及
新興市場資產走勢的主要因素，而中
國則是推動新興市場整體成長的關
鍵。我們的貝萊德成長GPS指標顯示
中國經濟活動走穩。

新興市場基本面因素普遍穩健，經
濟表現理想，十年來首次帶動新興市
場企業獲利持續強勁成長。雖然個別
國家可能正接近危機邊緣，但已反映
大部分不利因素，鑑於經濟成長穩
健，加上聯儲局有望在明年開始放緩
削減資產負債表規模的步伐，我們認
為市場有望進一步回溫。目前面臨的
風險包括貿易摩擦升溫，基金出現大
量資金外流以及聯儲局加息立場強硬
推高全球利率及美元走勢。
整體而言，對於承擔上述風險的投

資者，新興市場資產（尤其是股票）
仍可帶來可觀報酬，因此我們仍對股
票持偏高比重。儘管部分表現出色的
科技股的評價仍然偏高，但我們仍然
看好股價修正後的科技產業。固定收
益方面，我們看好個別強勢貨幣新興
市場債券，因可抵禦貨幣匯率下跌的
風險，且評價低於當地貨幣債券。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全球經濟成長近期穩健，但今年新興市場資產拋

售潮持續的時間比預期長，我們認為上周開始的回

升走勢有望持續下去（尤其是股票）。個別國家出

現震盪，全球金融環境緊縮，使深受外圍環境影響的新興市場受

到衝擊。然而，我們認為新興市場暴跌對全球市場的影響程度有

限。 ■貝萊德

意國預算相關風險困擾 歐元受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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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兌美元周三反彈，因有報道稱意大利計
劃在未來三年削減預算赤字。圍繞意大利債
務、財政計劃以及與歐盟未來關係的不確定
性，在近期令市場惶恐不安，並加劇了意大利
與歐元區各國領導人之間的緊張關係。歐元走
勢受此影響，周二跌至六周低點，因意大利一
名議員建議應回歸擁有自己的貨幣，引發歐元
拋壓。之後，歐元周三收復部分失土，因意大
利報紙報道稱，意大利政府計劃緩步降低預算
赤字/GDP比率，2021年降至2%。歐元兌美
元一度回升至1.1590上方，周五曾觸及8月21
日以來低位1.1505美元。
技術走勢所見，預料歐元上方阻力為25天平

均線1.1560，關鍵仍會是1.18水平，9月下旬
匯價多日探試此關口未果，並誘發其後
的回挫。Macd已跌破訊號線，預料歐
元仍傾向繼續下試。當前關鍵則會留意
在9月險守着的1.15水平，周二已曾迫
近此區，若後市明確跌破此區將形成一
雙頂形態，下延目標看至50個月平均線
1.14及1.13水平。

美元兌日圓呈超買回落
日本央行周二公佈的調查顯示，日

本企業對未來一年的通脹預期略有回落。央行
此前承認需花些時間才會達成通脹目標。央行
調查中受訪企業預計未來一年消費者物價將平
均上升0.8%，增幅略低於三個月前預估的上
揚0.9%。企業預計未來三年消費者物價年增
率為1.1%，未來五年消費者物價年增率亦為
1.1%；均持平於三個月前預估的水平。
在美國和加拿大達成貿易協議後，日圓一度
低見114.06，為2017年11月以來最弱。走勢
所見，自七月至今匯價行情已形成一組U字形
態，200周平均線位於113.25，7月份的走高
正是未能衝破此技術指標；預估進一步將看至
115關口及115.50。然而，相對強弱指標及隨
機指數已自超買區域呈現初步回落的跡象，雖
提防美元兌日圓再復回調，下方較近支持料為
112.40 及 111，之後將會以 200 天平均線
109.70為支撐依據。

■圖為歐盟中央銀行大樓。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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