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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英鎊：將反覆走高至1.2950美元水平。
歐元：將暫徘徊於1.1270至1.1470美元之間。
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215至1,235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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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9 年的美聯儲點陣圖
看，美聯儲官員們預期明年美聯
儲將加息3次。不過分析認為，
美聯儲12月將加息一次後，預
期明年只可能加息一至兩次，要
加息三次難度大。
今年美聯儲已經加息三次，十
二月份將再加一次。但美國的通
脹只是2.5%，除非通脹加速上
升，否則美聯儲的利率已經和通
脹差不多。由於明年有大量企業
債到期，所以預期票面息將有上

升的可能性增加。當然企業也可以選擇動用盈
利或手頭現金以及供股等形式來還債。這些動
作都會不多不少將盈利下降或資產下跌。

樓市可能放緩惹關注
對於上半年，預期美聯儲將有可能3月加
息，但之後如何？就得看經濟增長如何了。
明年減稅的利好因素漸減。美聯儲主席鮑威
爾表示，明年每次會議後都召開記者會，意
味着每次會議都有可能加息或減息。但表示
全球經濟可能放緩的跡象「令人擔憂」，聯
儲局正在關注樓市及其可能放緩的情況。
這有兩種含意，代表美聯儲加強和市場溝
通，但其實除了會議後的新聞發佈會外，各
美聯儲官員每年大大小小和市場溝通的講話
次數不少。多加新聞發佈會是為了美聯儲能
更靈活去調整利率及跟市場溝通。需要那麼
靈活其中一個原因是通脹可能會加快，所以
要加快加息步伐，也有可能會瞬間變為通
縮，所以需要減息。

美元明年有機會下試91
美股從高位回落，明年會否繼續回落尚未
知，但在美聯儲縮減資產負責表、歐央行停
止量縮，及日央行暗地減少量寬，代表全球
資金進入收縮期。這將對資產價格構成壓
力。也就是通脹有機會回落，那麼美聯儲更
不能強行將利率上調至他們認為的中性水
平。2007年時，美國的次貸危機，銀行的
次貸約一萬億美元，現時美國學生貸款的風
險窗口一萬六億美元，學生貸款更是無抵
押。預期美元將在97附近見頂，明年有機
會下試91。

小型股貼近亞洲內需商機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經理人伽坦．賽加爾表示，相較

新興市場大型企業因營收來源較為廣
泛、受成熟市場等全球需求變動影響
較深，新興市場小型股更受到當地經
濟環境影響，包含國內需求、人口結
構、當地政府政策變動等，因此新興
小型股與大型股的風險完全不同。
新興小型股的產業集中在科技、消

費性耐久財、輕型工業、醫療保健等

類股，營收來源更加側重於新興市場
當地的內部需求，而這些成功的小型
股可運用其當地優勢拓展國際市場，
逐步擴張成長為中大型股，其中潛在
龐大資本增值空間值得投資者以長線
角度佈局。

潛在龐大資本增值空間
賽加爾進一步表示，關於小型股投

資的迷思是，小型股股性較為活潑股

價波動大，因此投資這類資產需要承
受較大的風險。的確，新興市場小型
股的風險當然與所屬新興市場相關，
這部分是高於成熟市場的。
然而，不同的新興市場間小型股相

關性卻很低，例如韓國的線上購物業
者與印度的水泥企業股價面臨的風險

完全不同，股價漲跌表現可能也很不
一致，這將能降低整體小型股的投資
風險。
實際上，截至2018年10月底，MS-

CI亞洲不含日本小型股指數在過去三
年、五年的波動度皆是低於MSCI亞洲
不含日本大型股指數的。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聯儲局緊縮政策與美中貿易衝突壓抑今年以來

新興市場表現，不過，近期全球經濟成長放緩使得

部分聯儲局官員堅定加息的意向有所鬆動，而美中

貿易對立情勢最為嚴峻的時期可能已過，新興市場投資契機或已

逐漸顯現。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進入2019年金融市場可能仍

將維持高度波動走勢，建議可透過諸如亞洲小型股等側重內需市

場、波動風險相對較低的投資標的，作為新興市場佈局的核心配

置。 富蘭克林投顧

脫歐協議料放行 英鎊看漲
動向金匯

馮強

英鎊本周三在1.2765美元附近獲得
較大支持，周四急速反彈，一度重上
1.2925美元附近1周高位，本周尾段
偏軟，大部分時間處於 1.2830 至
1.2880美元之間。英國跟歐盟就未來
脫歐後的雙邊經濟及政治聯繫達成協
議草案，消息帶動英鎊反彈，一度觸
及1.29美元水平，而歐盟領導人將於
本月25日召開峰會，預期會議將同意
英國與歐盟上周達成的脫歐協議草
案，市場氣氛有機會進一步利好英鎊
表現。
英國10月份通脹年率為2.4%水平，

依然高於央行的2%通脹目標，若果英
國脫歐進展一旦較預期順利，則英國
央行將可能傾向盡早加息以壓抑現時
高企的通脹水平，對英鎊構成支持，
不排除投資者將逢低回補英鎊空倉，
帶動英鎊升幅擴大。隨着英鎊過去3周
皆持穩1.27美元水平，加上市場等候
歐盟峰會結果，投資者現階段對過於

推低英鎊抱有戒心，將有助英鎊短期
表現。預料英鎊將反覆走高至1.2950
美元水平。

憂第4季經濟轉弱利淡歐元
歐元本周早段受制1.1470美元附近

阻力後走勢偏軟，迅速失守1.14美元
水平，本周尾段曾走低至1.1340美元
附近1周低位。歐洲央行10月份會議
記錄顯示央行傾向繼續有序收緊其刺
激措施，降低央行短期內推出新寬鬆
計劃的機會，並預示歐洲央行將如期
在下月底結束購債行動，加上歐盟領
導人峰會將同意與英國達成的脫歐協
議，該些因素是帶動歐元近日持續徘
徊1.14美元水平的原因之一。
Markit本周五公佈11月份德國綜合

PMI下跌至52.2的47個月低點，不利
德國經濟表現之外，更同時拖累歐元
區11月份綜合PMI回落至52.4水平近
4年以來低點，反映歐元區第4季經濟
可能進一步轉弱，不利歐元走勢，歐
元跌穿1.14美元水平後跌幅擴大，一
度走低至1.1340美元水平。不過美元

指數未能重上 97 水
平，有助限制歐元跌
幅，預料歐元將暫時
徘 徊 於 1.1270 至
1.1470美元之間。
現貨金價本周連日受

制 1,228 至 1,230 美元
之間的阻力後，周五走
勢偏軟，一度向下逼近
1,221美元附近，回吐
近日來的升幅。

金價短期維持上落市格局
雖然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近日持續

徘徊7周低點附近，有助減輕金價下行
壓力，而紐約期油從10月上旬每桶76
美元水平大幅下挫至近日53美元水
平，短短7周之間便有高達30%的跌
幅，該因素可能
導致美國聯儲局
的加息步伐趨於
放緩，不過歐元
走勢偏弱，帶動
美元指數本周五

回升至96.92水平1周高點，反而引致
現貨金價周五表現不振，一度回落至
1,221美元水平，顯示現貨金價暫時仍
未能迅速向上衝破過去5周以來位於
1,230 至 1,240 美元之間的主要阻力
區。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215
至1,235美元之間。

任曉平
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

帷幄任籌

■ 新興市
場 投 資 契
機 或 已 逐
漸 顯 現 。
圖 為 新 加
坡 商 業 金
融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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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李

陽波 西安報道）為期5天的第25

屆楊凌農高會11月9日落下帷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大會組委會獲

悉，本屆農高會聚焦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共舉辦了七

大板塊88項重大活動，集中展示

9,000多項農業科技成果及先進適用

技術，簽約投資及交易總額達

1,105.9億元人民幣。同時，本屆農

高會亦更加彰顯國際化水平，吸引

了日本、加拿大、荷蘭等37個國家

的100多家境外企業參展，期間並

舉辦了一系列國際合作交流活動。

楊凌農高會引資逾1100億

據了解，本屆農高會更加注重高新科技成果
轉化。華為、京東、正大、杜邦、拜耳、

先正達等一大批國內外知名企業參展，集中展
示了9,000多項農業科技成果及先進適用技術。

科技成果轉化顯成效
355斤重的超大南瓜、1米多高的樹狀番茄、形
似南瓜的太空小彩茄、小巧玲瓏的太空金鈴椒……
展會期間，這些由搭乘航天器「暢遊」太空種子培
育而成的航天育種新品種，每天都成為農高會的吸
睛「流量王」。據甘肅航天育種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高彥輝介紹，此次共展出航天辣椒、茄子、番茄等
新品種40多個，航天種子70多個。其中航椒系列
蔬菜種子很受參會農民和種植企業的歡迎。
記者獲悉，大會並舉辦了中國農科院科技成

果、中國旱區農業技術發展報告等8場科技成
果發佈及推介活動；中國農業大學、中國農科
院等32所知名高校和科研機構，還發佈了最新
農業科技成果2,015項。

國際合作水平提升
楊凌農高會舉辦以來，不斷提升國際合作水

平，吸引着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參展參會。
本屆農高會充分發揮楊凌自貿片區的優勢，共
舉辦了19項國際交流合作活動，來自日本、美
國、俄羅斯、加拿大等59個國家的400多名國
際友人、專家學者參展參會，共同探討農業發
展重大問題，促進中外農業科技項目合作、國
際農業合作取得新成效。
今年適逢《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

年，本屆農高會亦吸引了多家日本企業參展。
記者在展會現場看到，日本展區設計將日式園
林春、夏、秋、冬四季景觀與中日友好交流、
日本農業介紹、楊凌與日本合作、日本特色參
展企業四大板塊相結合，同時引入櫻花、楓
葉、富士山、傘等日本元素，帶給觀眾景中看
展、展中帶景的別樣感受。
而參展的日本企業則更突出High，Smart，
Unique三大特點。池田技術株式會社展示了最
先進、環保的開發地熱能源方式，引領環保農
業生產與生活新方式；來自ECOPARADISE公
司的系列產品，營造了一個完美的新型智能生
活模式；而株式會社光與風研究所則帶來日本
最新的農副產品防腐、同時也是防衰老、健康
養顏技術──氫氣理療技術，備受歡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道）香港
文匯報記者從山東乾雲科技獲悉，公司旗下眾雲
教育擬明年赴港上市，眾雲教育是內地教育安全
綜合治理體系的概念提出者和事業踐行者。
據了解，眾雲教育是乾雲科技「可信雲產業
生態」的重要組成，是「雲計算」在教育領域
的典型應用。而乾雲科技則是內地雲計算的領

跑者，主要從事雲計算核心系統的研發及產業
化應用業務，其自主研發的雲操作系統MCOS
達到國際先進、內地領先的水平，打破了雲計
算核心技術國外壟斷的局面。該公司也是繼華
為、阿里和百度之後，內地第4家取得認證的
雲操作系統廠商，其雲操作系統MCOS已在國
防、軍工、公安、教育等行業成功應用，具備

了較強的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能力。

夥乾雲打造「產權雲」
在昨日舉行的山東產權交易中心與乾雲科技

戰略合作簽約儀式上，乾雲科技董事長劉春告
訴記者，雙方將聯手打造「產權雲」，圍繞雲
計算技術在國有產權交易中的應用，實現深層
次合作。同時，山東產權作為國有企業，則會
提升乾雲科技的公信力，並加速相關業務的規
模化進程。

眾雲教育擬明年赴港上市

■香港第一個由中集研發製造的模塊化建築面市。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日前，由香港建造業
議會（CIC）主辦的「組裝合成」
建築法展現中心開幕式在香港舉
行。此後三年，這裡都將作為香
港大力推薦這種新型現代建築方
式的主要場所，而該展現中心本
身就是香港首個落地的「組裝合

成」建築，由中集研發建造，產
地來自廣東江門。在中集，這種
建築形式也被稱為整體式鋼結構
模塊化建築。模塊化建築受香港
青睞，香港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
駒、香港發展局局長黃偉綸等均
在開幕典禮上發言致辭時對模塊
化建築表示高度重視和認可。

港首個模塊化建築面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
疆報道）日前，隨着新疆維吾爾醫
藥藥品「祖卡木顆粒」和「復方木
尼孜其顆粒」銷售額雙雙過億元
（人民幣，下同）、躋身全國少數
民族醫藥藥品銷售前五，新疆維吾
爾醫藥產業在新發展理念的引領和
現代科技的推動下，實現了轉型升
級、後發趕超。新疆維吾爾藥業有
限公司負責人表示，今年該公司預

計銷售維藥5億元，到2021年企業
創建20年時，銷售額將達逾10億
元。
據介紹，新疆維吾爾藥業有限公

司由人福醫藥集團股份公司和自治
區維吾爾醫醫院於2001年共同投資
成立。經過多年的科研攻關，新疆
維吾爾藥業責任公司目前已取得20
個國藥准字號，佔全部國藥准字號
維藥的近一半。

新疆維吾爾醫藥實現後發趕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如皋
報道）移動短視頻在內地的持續火
爆，導致互聯網視頻產業成投資熱
點。炫一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投資、近日斥15億元人民幣在江蘇
如皋所建的「一下未來科技城」項
目開工。中共如皋市委副書記、市
長何益軍表示，此項目為一下科技
進一步佈局互聯網移動短視頻行
業，打通移動視頻生態全產業鏈，

目標是建設一個「以創新為引擎」
的超萬人互聯網視頻產業小鎮。
據何益軍介紹，日前在如皋開

工的「一下未來科技城」，總佔
地229畝，總建築面積約30萬平
方米，擬引進100家短視頻經紀公
司及5,000個網絡直播工作室，打
通移動視頻生態全產業鏈，建設
內地網絡視頻直播平台的生態基
地。

一下科技15億如皋建產業園

■楊凌農高
會航天育種
展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陽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