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需抗頑疾
華南人基因免疫力更強

新一期美國《細胞》雜誌日前刊登了
中國研究人員領導的國際團隊所做、迄
今最大規模的中國人基因組測序和分
析。中國團隊的主要參與者華大集團昨
日在深圳國家基因庫發佈詳細研究成
果。研究揭示了中國南北方6大遺傳差
異，顯示南方人免疫力更強。
據介紹，此次研究除漢族外還覆蓋

了36個少數民族。研究小組在基因頻
率上發現明顯的南北差異，充分展現

了環境因素對中國人群的演化所起到
的選擇作用。
比如，與機體免疫功能相關的基因

CR1呈現了南方富集的現象，因為古
代中國南方被稱為南蠻瘴氣之地，自
然環境惡劣，病原微生物尤其是瘧疾
盛行，因此對生存於該地區的人在免
疫力方面有較高的要求。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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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邱老師的語文課因為這道改錯
題，特別精彩，效率也超高。

學生眼光更利 發掘更多錯處
他一亮出題目，學生們起先有點意外，然

後立刻興奮了，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封信。沒
花幾分鐘，邱老師事先發現的10處錯誤，就
都被學生們找了出來，還有些學生提出了一
些他也沒有發現的錯誤。
關於信中的語病，邱老師提到單是信末一

個句子就有兩處錯誤，例如原文的「再次向
社會，向一直支持我的影迷，向關愛我的朋
友家人真誠的說一句，對不起！」，邱老師
就指出，「朋友家人」有歧義，可被理解為
「朋友的家人」，應改為「家人和朋友」；
「真誠的說一句」也出現別字，應改成「真
誠地說一句」。

日常有錯無妨 公文出醜礙眼
這是較真嗎？課後，邱老師還和學生們討

論了是否需要重視病句的問題。
雖然有學生認為如果說的話或寫的文字可

以表達出心中所想，那麼表達中存在一些病
句也無可厚非。但邱老師認為，病句在日常
的口語或隨筆中存在的確沒有太大問題，可
如果病句出現在像應用文這樣運用於正式場
合的文章中就不合適了。他想借此事告訴學
生們，學好語文很重要。

原文

■最近一段時間，我經歷了從未有過的痛苦、煎
熬，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反省，我對自己的所
作所為深感羞愧、內疚，在這裡我向大家誠懇
道歉！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應該遵紀守法，起到社會和
行業的模範帶頭作用，不應在經濟利益面前，喪
失自我約束，放鬆管理，以致違法失守。

■對稅務機關調查後，依法作出的一系列處罰決
定，我完全接受，我將按照稅務部門的最終處罰
決定，盡全力克服一切困難，籌措資金、補繳稅
款、繳納罰款。

「故宮博物院北院區項目」昨日正
式啟動。預計2020年完成文物醫院建
設，2022年6月有望整體開放，每年預
計將接待 300 萬觀眾。屆時，將設
35,000平方米的文物展廳，展示文物數
量超過故宮本院。據故宮博物院院長
單霽翔介紹，故宮博物院北院區最重
要的功能是文物保護修復中心，用以
解決大型文物因場地局限而長期無法
得到搶救性保護和有效展示的問題。

秉承園林選址傳統
據介紹，故宮博物院北院區項目建

設地點位於北京市海淀區西北旺鎮西
玉河村範圍內，是「平安故宮」工程
的核心組成部分，總建築面積102,000
平方米。目前，該項目正式開展現場
地質勘查和考古勘探。文物展廳展出
文物數量，將數倍於故宮博物院目前
展出文物的數量，組成主題鮮明的系

列展覽。
對於故宮博物院北院區的選址，故

宮博物館院長單霽翔表示，從歷史上
看，皇宮在紫禁城之外尋找發展空
間，大多選擇在西北郊地區，例如著
名的「三山五園」均在今日海淀區範
圍內，此次故宮博物院北院區的選址
也秉承了這一傳統。

公開展示修復技巧
故宮博物院北院區內還將形成故宮

文物修復和安全保護的平台及中心，
為故宮博物院提供更先進安全的文物
周轉儲藏空間，提供更完善的學術研
究設施，為廣大觀眾提供更先進、舒
適的文化享受等公共服務。同時會把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技能展示給觀
眾，使社會公眾可以參觀文物藏品保
護修復的過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病句別字有歧義病句別字有歧義
范冰冰范冰冰致歉信變反面教材致歉信變反面教材

故宮北院區動土
文物醫院修藏品

國慶長假期間，范冰冰在微

博上發佈了逃稅致歉信。然

而，杭州二中的邱老師發現信

裡語病不少，正為高三學生複

習基礎知識的他決定將之作為

一道改錯題帶到課室，讓學生

們來挑挑骨頭。於是這封被眾

多網友吐槽的致歉信，在長假

後竟成為高中生的改錯例題。

■浙江在線

致 歉 信 部 分 錯 誤
修改

■ 有贅字（既然是「致歉
信」，刪去「反思」，保
留「反省」即可）

■ 欠賓語（缺少賓語中心
語，應改為「喪失自我約
束的能力」）

■ 錯標點（第一個「，」使用
不妥，應去掉；「我完全接
受，」的「，」則應改為
「。」作斷句之用）

■范冰冰的致歉信成為杭州二中學生的改
錯例題。 網上圖片

■■故宮北院區效果圖故宮北院區效果圖。。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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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食品價格指數，前值-0.5%
9月銀行放款餘額年率，前值2.2%
9月國內企業物價指數月率，預測
0.2%，前值持平
9月國內企業物價指數年率，預測
2.9%，前值3.0%
9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
終值，預測2.5%，前值2.5%
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
0.2%，前值0.2%
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
2.4%，前值2.7%
9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
預測0.2%，前值0.1%
9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
預測2.3%，前值2.2%
9月每周平均實際所得月率，預測
0.1%，前值0.1%
初請失業金人數(10月6日當周)，預
測20.6萬人，前值20.7萬人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10月6日當
周)，前值20.7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9月29日當周)，預
測166.0萬人，前值165.0萬人
8月新屋價格月率，預測0.1%，前值
0.1%

金匯錦囊
歐元：將反覆重上1.1600美元水平。
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180至1,20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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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本周初受制1.1530美元附近阻力後走
勢偏軟，周二曾向下逼近1.1430美元水平7
周低位，周三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1.1480至
1.1515美元之間。
意大利政府偏向維持明年預算赤字不變，
市場憂慮該預算案將難以獲歐盟通過，而意
大利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有機會招致評級
機構下調其債信評級，意大利10年期長債
息率本周二曾攀升至3.71%水平4年多高
點，加上歐元兌日圓交叉匯價下跌至129.35
附近3周多低位，帶動歐元一度向下挨近
1.1430美元水平。

區內貨幣政策漸趨正常化
另一方面，歐元本周早段連日偏弱，不過
美元指數本周二受制96.15附近阻力後反而掉
頭下跌，而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美國聯儲局加
息步伐過快，亦有助減輕歐元的下行壓力。
雖然中美貿易戰可能推高美國通脹水平，
而美國本周四公佈9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前，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近日更率先觸及
3.26%水平7年高點，但美元指數依然未能
企穩96水平，凸顯市場憂慮美國經濟增長
有觸頂風險。
隨着歐洲央行今年底將結束購債行動，貨
幣政策逐漸趨於正常化，加上意大利10年
期債息周三顯著回落至3.45%水平，有助減
輕歐元下行壓力，預料歐元將反覆重上
1.1600美元水平。
周二紐約12月期金收報1,191.50美元，
較上日升2.9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失守
1,200美元水平後走勢偏軟，不過卻連日在
1,183美元水平附近尋獲支持，周三表現偏
穩，大部分時間走動於1,186至1,191美元之
間。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本周持續徘徊
3.26%水平7年高點之際，美元指數周三卻
仍然受制96水平，該因素繼續有助限制金
價跌幅，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180
至1,200美元之間。

淨流入居冠 高收益債吸睛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經理人
許家豪表示，美ADP數據顯示企

業就業人數大幅增加，高於市場預
期，加上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美經
濟擴張力度可望持續一段時間，將視
對應通脹狀況來調整加息速度，市場
鷹派解讀，以及國際油價持續創新
高，使美10年期公債股息率再次走高
至近七年高點。

利差較高相對抗跌
在高收益債方面，許家豪表示，近

一周債市出現較大波動，但高收益債
因利差較高而相對抗跌。

根據統計，今年迄今，全球主要債
市中，僅高收債市仍維持正報酬，其
中美高收債仍有上漲約1.4%，表現相
對較佳。
另外，可轉債指數迄今也仍有7%以

上的正報酬。許家豪表示，在資金動
能上，高收益債也相對吸睛。
根據統計，截至10月3日當周，美

高收益債券基金從前一周流出的13.4
億美元，轉為2016年12月以來最大量
的單周淨流入。

違約率維持低檔水位
安聯全球固定收益團隊認為，高收

益債發債企業目前鎖定較低利率發
債，因此能有較高的利息保障倍數，
且發債獲利成長也維持高檔，槓桿比
重並未持續上升，可望讓違約率持續
維持在低檔水位，有利於減少高收益
債的下檔風險。
在新興債市方面，許家豪表示，美

股息率大幅跳升，為新興債市近一周
走跌主因。其中，在資金動能方面，
美元債仍為淨流入、但當地貨幣債持
續淨流出。在貨幣政策走向，墨西哥
央行維持基準利率於7.75%不變，符合
市場預期。墨西哥央行聲明基調仍謹
慎，未來需持續觀察墨西哥披索走
勢，作為政策走向可能的參考。

展望後市，許家豪表示，整體來
看，美債波動度驟升，新興債目前仍
相當程度受外部因素影響，近期波動
欲小不易。
新興市場整體基本面仍佳，但區域

或國家之間分歧甚大，在配置上須慎
選體質較佳的對象。
另外，在投資等級債方面，安聯投

信表示，隨着美10年期公債股息率上
探3.2%關卡，2年期公債股息率也一度
創高至接近2.9%水平。在信用債配置
上建議以短年期債券為主，因為其股
息率與長天債水平相近、但存續期較
短，可望兼顧收益、但承受較低的利
率風險。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國就業數據強勁，推升公債股息率上探近七年

高點，政府債領跌全球多數債券，僅高收益債因利

差較高而相對抗跌。根據美銀美林引述EPFR截至

10月3日當周，三大債市呈現資金淨流入，其中，又以高收益債

基金當周有27.1億美元的淨流入居冠（見表）。

■安聯投信

商品價上漲 澳元轉穩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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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二再次批評美國聯邦儲備理事
會(FED)，他告訴記者稱，在當前通脹較低、政府數
據顯示經濟強勁的情況下，美聯儲加息速度過快。
他表示希望看到低利率，雖然美聯儲認為其現在的
做法是必要的，但他本人不喜歡他們的做法，因為
美國通脹確實受控，形勢一片大好。
澳元兌美元走穩，美元走勢遲緩，以及澳洲主要
出口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均有助推動澳元。鐵礦石
價格周二升破每噸70美元，為3月底來首次，因中
國鋼廠在一周假期過後補充庫存。鐵礦石是澳洲單
一最大出口收入來源，澳洲出口的鐵礦石有逾80%
流入中國。此外，數據方面，一項衡量澳洲消費者
信心的指標繼前兩個月大幅下跌後，在10月僅出現
溫和反彈，房價下跌可能是一個拖累。墨爾本研究
院(Melbourne Institute)和西太平洋銀行(Westpac
Bank)的調查顯示，澳洲10月消費者信心指數較前
月上升1.0%。

技術指標自超賣區域回升
技術走勢所見，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均已自

超賣區域回升，匯價自6月以來一直受壓於一道下

降趨向線，儘管上月的一度反撲亦未能作出突破，
目前此趨向線位於0.7240，續會視為重要阻力參
考，這同時亦為50天平均線，匯價需跨過此區才有
望扭轉近幾個月來的弱勢。黃金比率計算，38.2%
反彈為0.7285，擴展至50%及 61.8%的幅度則為
0.7360及0.7435。下方支持預料為0.70關口，關鍵
則會回看2016年1月期間力守着的0.68水準。
美元兌加元走勢，圖表所見，MACD指標上破了

訊號線，有望匯價續呈走穩。而自上周初低位觸及
1.2778後，匯價至今一直穩步回升，更正在探試着
目前位於1.2990的下降趨向線，倘若後市可明確破
位，料美元兌加元
將可繼續反撲。黃
金比率計算，50%
及 61.8%的的回升
幅 度為 1.3080 及
1.3155水平。估計
較關鍵的阻力則為
1.33關口。至於下
方支撐預估在250
天平均線1.2850及
1.2770；較大支撐
可參考 4 月低位
1.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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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資金流向
時間

近一周

今年以來

資料來源：美銀美林、EPFR截至2018/10/3；單位：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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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澳元紙幣。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