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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挺獨角獸 最高獎千萬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11月12日-16日)

日期
12

13

14

15

16

國家

歐盟

美國

澳洲
歐盟

美國

歐盟

美國

香港時間

6:00 PM

8:30 PM

9:30 AM

6:00 PM

8:30 PM

10:00 PM

6:00 PM

9:15 PM

報告

無重要數據公佈

無重要數據公佈

第三季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 (修訂)

九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十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十月份失業率

九月份歐元區貨物貿易盈餘(歐元)

十月份零售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十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減除能源)

九月份商業存貨

十月份歐元區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十月份工業生產

十月份設備使用率

預測

-

-

+ 0.3%

-

-

+ 0.5%

-

-

+ 0.3%

-

+ 0.3%

78.2

上次

+ 2.2%

+ 0.9%

+ 0.1%

5.2%

117 億

+ 0.1%

21.4 萬

+ 0.5%

+ 0.5%

+ 2.2%

+ 0.3%

78.1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11月5日-9日)

日期

5

6
7

8

9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美國

歐盟

歐盟

德國
德國

美國

日本

美國

香港時間

10:00 PM

6:00 PM

6:00 PM

3:00 PM

3:00 PM

8:30 PM

7:50 AM

8:30 PM

10:00 PM

報告

十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九月份歐元區生產物價指數#

九月份歐元區零售額#

九月份工業生產#

九月份貿易盈餘(歐元)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十月份貨幣供應 #

十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十一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結果

60.3

+ 4.5%

+ 0.8%

+ 0.8%

184 億

21.4 萬

2.7%

+ 0.6%

98.3

上次

61.6

+ 4.2%

+ 1.8%

+ 0.2%

171 億

21.5 萬

+ 2.8%

+ 0.2%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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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股市上星期表現反覆。美國總統特朗
普與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後，兩國的緊張
氣氛稍為紓緩。市場觀望雙方於月底的二十
國集團峰會會面並達成一定程度共識。國家
副主席王岐山亦表示，指中國已經準備好與
美國進行貿易磋商，以找出雙方皆接受的方
案。
另一方面，美國中期選舉後，共和黨繼續
掌握參議院控制權；民主黨則重奪眾議院。
分析認為，總統特朗普未來兩年施政將受掣
肘；就貿易衝突對中國的態度亦未必如之前
強硬。恒生指數曾突破26,500點水平，見一
個月高位。
不過，恒指升至五十天移動平均線見明顯
阻力。加上美國聯邦儲備局雖然於是次會議
維持利率不變；但市場預期下月加息機會相
當大。恒指於上周五急回吐，全星期累計跌
接近1,000點。如看好港股本周回升，可留
意恒指認購證(13537)，行使價26,800點，明
年2月到期，實際槓桿12倍。如看淡港股表
現，可留意恒指認沽證(14529)，行使價
23,888點，明年4月到期，實際槓桿7倍。

看淡騰訊留意沽輪14883
騰訊(0700)將於周三公佈第三季業績。騰
訊宣佈以後所有遊戲都會強制用戶進行公安
實名校驗。有大行指，措施將影響騰訊未來
數季收入。再者，有報道指內地已關閉審批
新遊戲的「綠色通道」。如看淡騰訊，可留
意騰訊認沽證(14883)，行使價243.68元，明
年5月到期，實際槓桿5倍。不過，正因市
場對騰訊是次業績的預期降低，如業績稍有
驚喜，股價有機會出現反彈。如看好騰訊，
可留意騰訊認購證(26896)，行使價315元，
明年2月到期，實際槓桿8倍。
小米(1810)董事長雷軍於第五屆世界互聯
網大會上提到，最遲明年4月在歐洲發佈第
一部5G手機。早前小米宣佈，今年手機出
貨量已超過1億部，提前完成全年銷售目
標。如看好小米，可留意小米認購證
(14174)，行使價13.7元，明年4月到期，實
際槓桿4倍。

銀娛博反彈留意購輪14671
永利澳門(1128)第三季純利按年增加近1.5

倍。不過，母公司美國永利對第四季業績不
表信心。美國永利總收入的七成來自永利澳
門。永利股價急跌，連帶其他澳門賭業股亦
向下。銀河娛樂(0027)全星期跌逾一成。如
看好銀河娛樂回升，可留意銀河娛樂認購證
(14671)，行使價51.93元，明年3月到期，
實際槓桿6倍。
本資料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持牌人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
發出，其內容僅供參考，惟不保證該等資料
絕對正確，亦不對由於任何資料不準確或遺
漏所引起之損失負上責任。本資料並不構成
對任何投資買賣的要約，招攬或邀請，建議
或推薦。

美中期選舉塵埃落定 穩健收益基金可捧

安聯環球投資多元信用債券基金產
品經理胡韡耀表示，美國經濟兩

大關鍵指標：長短期公債利差與銀行
借貸目前仍屬正向，在公債利差方
面，過去70年經驗顯示，當10年期與

2年期公債利差降至0以下平均1年後
才伴隨經濟衰退，目前此利差雖然在
縮窄下滑，但仍有約30到35點，因此
暫不需過早擔憂；至於銀行借貸，目
前指標顯示銀行借貸意願仍高且態度

寬鬆，代表整體金流仍充足，經濟活
動可望持續活絡。

可留意各收益資產轉換機會
安聯投信分析，今年可謂投資波動

年，通脹與加息、貿易紛爭、全球經
濟觸頂回落擔憂與美國中期選舉變
化，消息面造成全球股債大幅波動；
展望2019年，經濟無衰退疑慮，波動
可望相對止穩，投資者可留意各收益
資產的轉換機會。
胡韡耀認為，由於共和黨失去眾議

院主導權，改變特朗普完全執政的局
勢，將降低政策執行的強度，特朗普
受到在野黨牽制，其較為積極的政策
恐受到影響，預期對積極財政刺激、

健保政策及對中國的貿易政策影響最
大；而由於政策方向可能改變，增加
市場不確定性，短線上市場難免波
動，風險資產亦難脫區間整理，但相
對下檔風險較小。
胡韡耀提醒，中長期而言，市場將

回歸基本面，因此後續仍須留意全球
經濟成長動能變化、注意Beta較高的
產業或區域之動向，選後，盤點全球
不同市場及產業，信用循環各有差
異，惟整體金融環境仍正向，信用債
仍有表現空間。此刻，投資者宜提高
風險意識，廣納投資級債、高收益
債、新興市場企業債與資產證券化，
以多元信用債策略讓資產配置承受小
一點風雨，抗震性更強一些。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國本月6日進行期中選舉，最終共和黨持續保

有參議院主導權，但眾議院則由民主黨取得過半席

次。儘管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強度可能受到影響，有

分析認為，中期選舉結束後，市場中長期將回歸基本面，有「美

股恐慌指數」之稱的CBOE波動率指數，指數收低在中期選舉後

來到約一個月來的最低水平，建議穩健型投資者可選擇優質的收

益型資產，讓資產配置承受的波動小一些。 ■安聯投信

美元維持強穩 金價雙頂回挫
出擊金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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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周舉行的美國中期選舉中，民主黨拿下
眾議院控制權、共和黨則鞏固參議院多數優
勢，這大致與市場預期相符。
關於選後政局發展，市場將關注的是總統特

朗普發動的貿易戰是否會因為民主黨在眾院勝
出而有所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黨贏得美國眾議院控制
權後，佩洛西(Nancy Pelosi)將再度挑戰議長大
位，她已經承諾將對總統特朗普啟動國會審
查，將調查特朗普的納稅申報、其商業帝國與
總統職位間的利益衝突，以及「通俄門」等問
題。
不過，佩洛西一向以關注中國人權見稱，屬
於對華強硬派，民主黨內部對
於貿易戰議題意見分歧，但是
否會在佩洛西領導下和特朗普
站在同一陣線，值得密切觀
察。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

一如預期於上周四維持利率
不變，聲明中仍表達出傾向
收緊政策的立場，帶動美元
復再走高。美聯儲指出，美
國經濟狀況良好，僅僅受到
企業投資增長放緩的拖累；
聲明亦強調了就業增長和家
庭支出強勁，且整體經濟活
動以「強勁步幅」增長。
倫敦黃金走勢，金價上周五

跌至一個月低位 1,206.13 美

元，此前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暗示將繼
續加息，推動美元走強，削弱了對黃金的需
求。

美聯儲暗示續加息 美元走強
由於美元走強及美國股市走勢更具韌性，黃

金最近幾天已回吐近期約一半的漲幅。技術走
勢可見，金價在近月走勢已形成雙頂的初步形
態，更已稍為跌破10月31日低位1,211美元，
亦即是頸線位置，倘若後市仍繼續居於此區下
方，或見金價跌勢將為加劇。
之後，較重要支撐則關注8月至10月上旬期
間的整個區間頂部1,208美元水平，延伸支撐
料為1,200及1,192美元。上方阻力估計為25
天平均線1,222及1,231，下一級看至1,240美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東京報道）企業變革應用人工智能（AI）提升效率、改善效能成為大勢所

趨，推出智能學習應用程式「4 Little Trees」的Find Solution AI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林苑莉日前在東京接受

訪問時表示，近年獲得不少公司接洽冀將有關程式應用在不同領域，如企業訓練等，最近公司亦獲日本瑞穗

證券投資500萬港元。

林苑莉表示，公司旗下智能學習應用
程式，其實是在孩子學習時，以前

置鏡頭捕捉其回答問題時的表情，並以人
工智能技術分析其表情及答題時間等，從
而決定是否給予提示，並記錄答題時間及
是否正確等，透過背後實時數據分析，令
家長或老師較容易掌握孩子的學習進度，
亦會自動調節題目的深淺程度，因為程式
採用答題方式，孩子亦更容易寓學習於娛
樂。

今年收入料增逾60%
林苑莉透露開發有關程式，其實最初原
意是為了照顧兒子需求，後來發現市場有
需求，遂瞓身發展，目前個人已投資逾千
萬元，而公司去年因為主力研發，仍在燒
錢階段，但其實公司已錄得收入，她預期
今年收入至少有60%增長。

人工智能發展前途無可限量，林苑莉透
露亦接獲不少公司接洽，希望透過有關智
能技術，應用於學生教育以外範圍，如應
用在其他心理健康檢查，如檢測長者認知
障礙等，亦可用於企業培訓用途，辨別員
工能力等，從而減低員工流失率等。

未來有意做B輪融資
資金繼續尋找出路，初創企業自然受到

不少青睞，林苑莉指在去年年中，有來自
日本的天使投資者投資80萬美元（折合約
628萬港元），投資者背景為數位日本銀
行家的私人投資，而今年5月亦進行了A
輪融資，獲本地投資者投資320萬美元
（折合約2,512萬港元），投資者包括有
份投資gogovan的 soul capital。她亦指未
來有意做B輪融資，之後會因應海外市場
發展情況，再考慮是否上市。

港媽教仔溫書 AI程式獲瑞穗睇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作為內地硬科技資源較為集中的城市，
西安一直致力於發掘和培育本土硬科技獨角
獸企業。在11日閉幕的2018全球硬科技創
新暨「一帶一路」創新合作大會上，西安正
式發佈《西安市獨角獸企業培育方案》，該
方案不僅提出到2021年全市力爭培育獨角
獸企業10家以上，同時還出台一系列獎勵
和激勵機制，符合要求的獨角獸企業，最高
將獲得1,00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

2021年培育獨角獸企業逾10家
據了解，硬科技是指在人工智能、航空
航天、生物技術、光電芯片、信息技術、新
材料、新能源、智能製造等領域中，以自主
研發為主，需要長期研發投入、持續積累形
成的高精尖原創技術。自2017年首屆全球
硬科技創新大會舉辦以來，西安大力實施硬
科技+、互聯網+、軍民融合+、高校+和創
業平台+等發展戰略。截至目前，西安共有
高新技術企業超過2,000家，科技小巨人企
業 1,345 家，中小型科技企業超過 3,000
家，獨角獸企業也實現了零的突破，硬科技
產業蓬勃發展。特別是在硬科技產業帶動
下，今年前三季度西安 GDP 總量達到
5,884.31億元人民幣，時隔38年再度入圍全
國城市20強。
據悉，此次西安發佈的《西安市獨角獸

企業培育方案》，對入圍的獨角獸企業、獨
角獸成長企業、獨角獸種子企業門檻提出明
確的標準，分別為估值超過10億美元、10

億元人民幣和5億元人民幣，並要求成立時
間不超過10年，獲得過私募投資，且尚未
上市。方案確定的目標是到2021年，全市
力爭培育獨角獸企業10家以上，獨角獸成
長企業30家以上，獨角獸種子企業100家
以上。

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
西安市政府相關人士表示，對認定入庫

的獨角獸企業、獨角獸成長企業、獨角獸種
子企業三類獨角獸企業，西安市將分別給予
一次性100萬元、200萬元、1,000萬元人民
幣的獎勵支持，並對引進的獨角獸企業，納
入總部經濟支持範疇。此外，為加大關鍵核
心技術攻關支持，對獨角獸企業重大技術自
主研發項目，或吸納轉化高校院所技術成果
項目，或收購海外研發機構項目，西安市將
按項目投入給予最高300萬元的獎補。對獨
角獸企業建設的國家級重大創新平台，將給
予一次性500萬元人民幣獎勵。
同時，西安市還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

度。對投資獨角獸種子企業的機構，給予應
納稅所得額抵扣、投資損失風險補償、大西
安硬科技產業引導基金等價退出等政策支
持。對創業投資、天使投資機構投資獨角獸
種子企業滿2年的，按投資額的70%抵扣應
納稅所得額，並給予最高30%的投資損失
風險補償。開闢獨角獸企業族科技金融貸款
綠色通道，加大獨角獸企業貸款風險補償力
度，單戶貸款企業補償給予最高500萬元人
民幣風險補償。

本土科技企業迎來發展風口
本次硬科技創新大會匯聚了內地眾多硬

科技領域前沿新技術，特別是一批西安本土
科技企業亦紛紛推出自己的最新產品。作為
世界首款CNN+RNN+MLP移動端芯片製
造廠商，西安金花科技投資部總監彭朋告訴
記者，此次推出的一款「長安芯」智能芯
片，具有功耗低、體積小、運算快等特點，
可同時實現人臉、動作、實物、語音識別以
及思維反饋功能，以及深度學習技術，在全
球市場具有較大的競爭力。隨着《西安市獨
角獸企業培育方案》的發佈，該款芯片也迎
來更大的市場前景。

■「長安芯」智能芯片生產商向記者展示最
新款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攝

■Find Solution AI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林
苑莉。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攝

金川集團與必和必拓進博會簽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韶紅）

在日前舉行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於甘肅團進博會簽約儀式上，
金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必和必拓
集團公司簽約。金川擬與BHP公司
簽訂為期1年，每月1,000-1,500噸
電銅長單採購合同。同時，雙方將
對2019年-2021年3年的銅精礦合
同數量進行進一步簽約確認。

月進逾千噸電銅長單
據了解，金川集團與必和必拓公

司有長期合作關係，在主營的銅業
務方面有良好的合作，目前，金川
正在積極尋求和BHP公司在其新的
礦山Spence方面的合作，力爭繼續
擴大採購。據介紹，2017年必和必
拓公司供應金川公司銅精礦25萬
噸，2018年供應銅精礦25萬噸。同
時，在2017年底，金川與必和必拓
公司已經完成為期4年（2018-2021
年）的銅精礦合同談判， 2019
年-2021 年每年供應 28 萬噸銅精
礦，全部供應廣西金川冶煉廠。

■金川集團與必和必拓進博會簽約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智傑攝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暗示將繼續加息，推動美元走強，削弱
了對黃金的需求，金價上周五跌至一個月低位1,20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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