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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素有「仙
境海岸」之稱的煙台市昨日在港舉辦煙台
（香港）新舊動能轉換投資懇談會，集中簽
約20個重點項目，總投資66.7億美元，合同
外資26.7億美元。其中，過億美元項目15
個，總投資額63.9億美元，涉及醫養健康、
現代服務、生物醫藥、高效農業、文化旅
遊、新能源新材料等產業。
煙台市委書記張術平表示，該市正積極對

接山東省「十強」產業，大力發展現代海
洋、裝備製造、電子信息、高端化工、文化
旅遊、醫養健康、高效農業、現代物流等八
大主導產業。並設立引導資金300億元(人民
幣，下同)、總規模3,000億元的新舊動能轉
換基金，以及總投資8,800億元、包含300多
個項目的新舊動能轉換重大項目庫。

設基金促新舊動能轉換
張術平透露，今年8月，煙台與深圳招商
蛇口簽訂協議，開發建設煙台海上世界，建
設郵輪母港，打造集「船港城遊購娛」於一
體的高端商旅綜合體，構築煙台新的中央商
務區。其也將成為繼深圳、廈門之後內地第
三座「海上世界」。昨日，煙台又與招商蛇
口在深圳聯合舉行招商發佈會暨首批入駐企
業簽約儀式，首批10家產業類領軍企業簽約
入駐。此次在港推介新舊動能轉換重點項
目，相信會為港商帶來更多商機。

煙台在港簽20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臥龍）在昨日
舉辦的濟南。2018（香港）新舊動能轉
換推介會上，濟南市副市長李自軍介紹
濟南經濟發展情況、優化營商環境舉措
和招商引資政策，並承諾將以優厚的政

策、周到的服務、完善的保障，為到濟
港企營造更加優良的發展環境。
李自軍在推介會上稱，濟南高度重視

高端人才引進工作，制定一系列招才引
智補助計劃，頂尖人才和團隊甚至達到1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科研補助。

「一事一議」招才引智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李自

軍表示：「濟南制定完善的招才引智政
策措施，面向全球招引高端人才。同時
也講求『一事一議』原則，對於特定人
才會給予更高標準的補助，希望有志的
香港人才來到濟南，參與濟南建設，實
現抱負。」
據他介紹，目前濟南正舉全市之力打

造新舊動能轉換先行區、國際醫學科學
中心、知名公司北方總部等八大片區。

其中，國際醫學學科中心投資逾2,000億
元，中心商務區投資1,000億元，科創大
走廊聚集高端技術、人才、資金。這些
重大片區和平台建設，不僅助推濟南騰
飛，也為包括香港企業在內的國內外優
秀企業到濟發展提供廣闊舞台。
香港貿易發展局刊物及電子商務總監

尹淑珍認為，山東獲批設立新舊動能轉
換綜合試驗區為香港企業參與山東和濟
南發展提供了巨大機遇，香港和濟南在
共拓「一帶一路」市場方面具有極大的
合作潛力。
尹淑珍稱，香港擁有豐富的投資經驗，

同時也非常熟悉內地市場，是濟南企業尋
找資金和專業服務的不二之選，在項目管
理、企業營運和風險管理方面為濟南企業
提供最佳合作方案，為走出去的濟南企業
提供多元化的服務。

濟南推招才引智補助計劃

山東周期間將舉行魯港金融合作暨企業上市
推介圓桌會、國際資本助推山東「十強」

產業發展推介會和深化魯港互惠合作、助力國企
改革發展交流會等主題活動。此外，還將舉辦
「魯港品牌與設計對話」、山東農業項目及品牌
農產品推介會、魯港物業管理研洽會、「好客山
東」旅遊渠道商營銷大會暨山東旅遊專題招商
會、山東省屬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資本對接會、
魯港澳青年企業家交流會等系列專題活動。

十大新興產業成新引擎
自1月山東獲批設立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

驗區以來，山東新舊動能轉換正強勁起勢，新一

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現代金融服等十大
新興產業快速發展，成為山東經濟發展的新引
擎。山東構築現代產業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
也為香港以及國際優質資本提供巨大商機。
2018年年報數據顯示，香港在山東省現存外
商投資企業3,978家，合同港資666.34億美
元，實際使用港資395.5億美元，合同和實際
使用資金在來山東投資國家和地區中均名列第
一位。港資主要投資行業為房地產業、商務服
務業、製造業、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業、新能
源、基礎設施、節能環保等。
香港也是山東省企業境外融資的重要平台，

山東已有在香港上市公司 51 家，佔該省境外

上市公司總數46%，累計在港融資978億元人
民幣，佔全省境外融資額85%。

800港人成「山東旅遊專家」
此外，香港市場成為山東省重要的入境旅遊

市場，2018年前三季度，山東共接待香港遊客
47.4萬人次，同比增長4.8%。2016年開始，
山東省旅遊發展委嘗試在香港市場實行「山東
旅遊專家」計劃。針對香港業者，編寫「山東
旅遊專家」教材和試題庫，通過線上課程培訓
和考試，遴選「山東旅遊專家」。截至目前，
共有800餘名香港旅遊業者獲得「山東旅遊專
家」稱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胡臥龍）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今日率代表團抵港，開啟「2018香港山東周」序幕。此次

山東將在港推介「十強」產業，助推國際資本參與山東新舊動能轉換重點項目合作。本屆香港山東周的主題為「選擇山

東 共享機遇」，將推介項目256個，其中十強產業項目240個，交通基礎設施項目16個，涉及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

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醫養健康、高端化工、文化創意、精品旅遊、海洋經濟、現代農業、交通基礎設施等領域。

■濟南市副市長李自軍介紹濟南雙招雙
引政策。 記者胡臥龍 攝

■煙台市委書記張術平。 記者楊奕霞 攝

■山東省將在港推介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等256個項目。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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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英國零售業聯盟(BRC)同店零售銷售年率，前值1.3%
第三季流動賬，預測102億赤字，前值135億赤字
第三季淨出口貢獻(Net Exports Contribution)，預測0.2%，
前值0.1%
12月央行政策利率，預測1.5%，前值1.5%
10月年內迄今預算平衡，前值871.0億赤字
1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1%，前值+0.2%
1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1.0%，前值1.1%
11月Markit/CIPS建築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測52.5，
前值53.2

10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4%，前值0.5%

10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率，預測4.5%，前值4.5%
第三季勞動生產率，前值0.7%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暫徘徊1.3100至1.3300水平。
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3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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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加元上周三攀升至1.3360附近5個
月高位後走勢偏軟，上周尾段連日受制1.33
水平，本周初跌幅擴大，失守1.32水平。紐
約期油上周走勢偏弱，持續徘徊每桶49至
50美元水平13個月以來低位，引致加元走
勢不振，美元兌加元輕易重上1.33水平。
中美關稅戰暫時停火，市場避險氣氛降
溫，有利高風險資產及商品貨幣表現，紐約
期油本周初曾反彈至每桶53美元水平，消
息帶動加元本周初出現反彈，美元兌加元一
度回落至1.3160水平約兩周低位。但隨着歐
元走勢仍然偏軟，美元指數本周初繼續徘徊
97水平，將有助減輕美元兌加元的下行壓
力。

關注加息步伐或將放緩
另一方面，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佈9月
份實質GDP按月收縮0.1%，是8個月以來
首次呈現增長下降，導致加拿大第3季實質
GDP增長按季放緩至0.5%，遜於第2季的
0.7%增幅之外，第3季GDP的按年升幅亦
放緩至2%水平，符合央行預期，加上紐約
期油過去兩個月急速下跌，預期加拿大央行
的加息步伐將趨於放緩，對加元的升幅構成
限制。市場等候加拿大央行本周三政策會議
結果之際，預料美元兌加元將暫時徘徊
1.3100至1.3300水平之間。
現貨金價上周五持穩1,216美元水平，本
周初迅速反彈，向上觸及1,232美元水平3
周多高位，主要是中美貿易戰暫時沒有進
一步擴大，投資者先行回補部分空倉盤，
加上美元指數本周初曾失守97水平，並且
一度向下逼近96.70附近，帶動金價升幅擴
大。
此外，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本周三晚將
再度發言，若果其言論依然偏向溫和，則不
排除現貨金價將向上挑戰過去6周以來位於
1,230至1,240美元之間的主要阻力區。預料
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35美元水平。

資金湧進 AI精準醫療身價看好

根據日商大和總研統計，今年來
全球ETF資金流向醫療產業的

金額已達55億美元，預估今年底可
突破60億美元，較去年成長六倍。
其中，多數投入AI醫療相關的技術
與應用。

診斷精準度大幅提高
第一金全球AI精準醫療基金經理

人常李奕翰表示，醫療結合AI技術
的趨勢來臨，如：IBM Watson超級

電腦協助醫生會診、Google Fit整合
並管理穿戴式裝置的健康數據、微
軟推出遠距醫療系統，乃至近期亞
馬遜推出醫療紀錄分析軟體，都大
幅提高診斷的精準度與治療成效。
研究機構Frost&Sullivan報告，AI
提 高 醫 療效率的潛在比率達
30%-40%，可減少近5成的成本。
另一機構Accenture研究指出，美國
醫療產業運用AI後，每年可減少近
1,500億美元的醫療支出。

提升效率並降低支出
常李奕翰表示，生醫產業最為人

詬病之處就是效率低與浪費，而AI
結合醫療可大幅提高效率，並降低
支出，讓未來商機充滿無限想像。
10月以來，全球股市受到美國貨

幣緊縮政策等利淡衝擊，自高水平
回跌，但上周聯儲局主席鮑威爾發
表「利率已略低於中性水準」的談
話，透露升息周期進入尾聲的訊
號，股市再現轉機。AI精準醫療擺
脫非基本面的束縛後，上周四強漲
3.26%，漲幅居各產業之冠，顯示備
受看好。
常李奕翰表示，AI精準醫療已進

入起飛階段，未來新技術與新應用
百花齊放，將帶動投資與併購活動
更加火熱，進一步拉抬精準醫療身
價，中長期向上表現值得期待。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全球科技業巨頭亞馬遜推出醫療紀錄分析

軟體，為佈局精準醫療的目標再下一城。全

球針對精準醫療的投資與併購活動越來越

熱，就連ETF被動式資金也向此靠攏，隨着新技術與新應用

不斷提升治療成效，將吸引更多資金投入，持續拉抬精準醫

療身價。 ■第一金投信

中美貿易戰停火 美元受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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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周一全線下跌，在中國和美國
同意貿易戰停火後，投資者對高風險
資產的需求上升。「習特會」後，中
美將嘗試通過展開新的談判彌合分
歧，以期在90天內達成協議。

澳元迎來更大上升動力
澳元兌美元周一觸及0.7390上方的

四個月高位，受中美貿易戰停所激
勵。中方願意根據國內市場和人民的
需要擴大進口，包括從美國購買適銷
對路的商品，逐步緩解貿易不平衡問
題。
中國是澳洲資源出口的最大買家，

任何損及需求的跡象將對澳元不利。
技術走勢所見，預估澳元兌美元下方
支持見於25天平均線，近月低位亦
見在此獲支撐，目前25天平均線處
於 0.7240 水平，較大支撐將看至
0.7040及0.70關口。
而經過本周一的跳漲後，匯價已突

破了11月16日高位0.7338，可望將
迎來更大之上升動力，以自六月起的

累計跌幅計算， 61.8%的反彈幅度為
0.7435水平。關鍵阻力估計為250天
平均線0.7510以至0.7590。

美元兌日圓有回跌傾向
美元兌日圓走勢，自三月以來的上
升勢頭，去到 10月初開始遇到阻
滯，至今更形成一個頂部低於一個頂
部，10月3日高位114.54，11月12日
高位114.20，至最近在上周的高位
114.03，明顯地走出一浪低於一浪；
加上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已見掉
頭回落，示意着美元兌日圓的回跌傾
向。
而當前一關鍵支持可參考起延自三

月的上升趨向線位於112.55，若然後
市跌破此區，將更為加劇其回吐力
度。
以這一輪的累計升幅計算，38.2%
的回吐水準為110.70，擴展至50%及
61.8%則會看至109.55及108.35。向
上阻力將繼續留意114及114.50，較
大阻力預計為1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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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本周一
的跳漲後，澳
元兌美元已突
破了 11 月 16
日 高 位
0.7338，可望
將迎來更大之
上升動力。圖
為澳元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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