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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製」全球最寬鍍膜機售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近日，

坐落於安徽省合肥市經濟技術產業開發

區的合肥東昇機械科技有限公司廠區內

呈現一片忙碌景象。隨着大型起重機的

起吊，由該公司開發的全球寬幅最大的

高真空捲繞鍍膜機正式裝車，出口美

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報道）英國權威品牌價值諮詢公司
Brand Finance日前發佈的「2019年度
全球品牌價值500強」報告顯示，包
括華為、平安、微信和騰訊QQ 4個
深圳品牌進入前50強。
根據該報告，在前10名中，有6席
屬於科技行業，其中，亞馬遜蟬聯全
球最有價值品牌，品牌價值達到1,879
億美元；蘋果緊隨其後，品牌價值
1,536億美元。中國成為榜單上增長最
快的國家，所有內地品牌的品牌價值
總額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增至13,074
億美元。

工行位列第8 內地品牌最高
在上榜的內地品牌中，工商銀行排

名最高，位列第8，建設銀行位列第
10，華為排在第12位。其他進入前50
位的內地品牌還有平安（第14位）、
中國移動（第15位）、中國農業銀行
（第 16 位）、國家電網（第 18
位）、中國銀行（第19位）、微信
（第20位）、騰訊QQ（第21位），
淘寶（第 23 位）、中石油（第 33
位）、天貓（第35位）、茅台（第45
位）和中石化（第49位）。
華為以622.78億美元的品牌價值從

2018年的第25位提升至第12位，品
牌價值也較去年增加63.7%；平安以
576.26億美元的品牌價值較去年上升
了15位，品牌價值提升了76.7%；微
信品牌價值507.07億美元，同比漲幅
126.2%，排名提升27位。

深4品牌躋全球價值50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道）青島
港海鐵聯運2018年再度實現爆發式增長，全年
完成操作箱量115.4萬TEU（國際標準箱），同
比增長48.7%，成為內地沿海港口首家海鐵聯運
操作箱量突破百萬TEU大關的港口，連續第4年
蟬聯內地港口冠軍。
在海向方面，青島港目前已集聚集裝箱航線

160多條，居內地北方港口之首。其中，直達東
南亞、中東、地中海、歐洲、黑海、俄羅斯、非
洲、澳洲的航線數量超過70條，構築了連通
「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龐大海上貿
易航線網絡。在陸向方面，青島港目前共開通班
列40條，其中國際班列5條（含中韓快線），形
成了「一市一港、覆蓋山東」的網絡化佈局，同
時輻射沿黃，直達中亞。
青島港集團董事長李奉利表示，青島港將扎實

落實「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以海鐵聯運為重點
的全程現代物流體系，努力串聯日韓、東盟、中
亞、歐洲四大經濟圈，加快陸海統籌，實現東中
西互聯互通互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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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
珍 西安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
日前從陝西省商務廳獲悉，
2018年面對錯綜複雜的國內外
形勢，特別是中美經貿摩擦的
嚴峻挑戰，陝西商務事業仍保
持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據統
計，去年1月至11月，陝西全
省進出口總值 3,215.52 億元
（人民幣，下同），增長
31.3%，高出內地整體20.2個百
分點。
陝西省商務廳廳長趙潤民表

示，預計2018全年陝西進出口
總值在 3,400 億元以上，增長

25.2%。2019年全年進出口增長
預期目標為12%。

民企進出口增逾51%
據了解，2018年陝西省進出

口快速增長。1月至11月，全
省進出口總值3,215.52億元，
其中，出口1,927.09億元，增
長30.4%；進口1,288.43億元，
增長32.8%。進出口、出口和
進口增速分別位居內地第二、
第三和第四位。民營企業進出
口總值達 724.7 億元，增長
51.8%，高出全省增速20.5個百
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黃河交通學院──特
斯拉培訓中心日前在河南省武
陟縣成立，成為特斯拉在內地
區域的第一家校企合作培訓中
心。

促全球可持續能源轉向
黃河交通學院理事長李順興

說，黃河交通學院──特斯拉培
訓中心的成立，對於轉變職業
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滿足產業
發展對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增
強職業教育服務地方經濟能力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特斯拉
亞太區服務總監、中國區副總
經理薛鈞成介紹特斯拉公司的
情況，強調了特斯拉的願景是
「加速全球向可持續能源的轉
變」。當日，薛鈞成和李順興
共同為黃河交通學院──特斯拉
培訓中心揭牌。
2017年，學校與特斯拉簽訂校

企項目合作協議。當年，學校有
13名2015級大專生進入特斯拉
實習，並順利轉正。2018年 1
月，學校選派8名優秀教師到上
海特斯拉服務中心參加培訓。

陝去年進出口料破3400億

特斯拉校企培訓中心落戶河南

■圖為嘉賓參觀黃河交通學院──特斯拉培訓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攝

合肥東昇機械科技有限公司是安徽合肥市重
點招商落戶的裝備製造企業，公司專業開

發製造高性能的功能膜生產設備。
經過多年的技術創新，該公司製造的雙向拉
伸膜設備、分切收捲設備、高真空捲繞鍍膜設
備、塗佈設備等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不僅替代
進口，還出口到美國、日本、韓國、德國和印度
等地。特別是大型高真空疊層捲繞鍍膜設備的開
發，填補了內地的空白，以此為核心生產的大能
量密度超級薄膜電容器在新能源技術領域獲得廣
泛而重要的應用。

價值200萬美元
此次出口的高真空捲繞鍍膜機根據美國客戶

需求量身打造，是全球首台機型，寬幅達到2
米，價值200萬美元。

合肥東昇機械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張聖安表
示，該公司將再接再厲，以市場為導向，緊跟
國際潮流，不斷開發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
技術含量先進設備，以滿足國內外用戶的需
要。

■工人將高
真空捲繞鍍
膜機正式裝
車。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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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市場憧憬中美貿易磋商或將結束，恒指近
日在28,200-28,800點上落，大市成交額更持續超
過一千億元。如果投資者看好恒指，可留意恒指認
購證(26808)，行使價29,000點，8月到期，實際槓
桿11倍。如看淡港股表現，可留意恒指認沽證
(26125)，行使價26,500點，7月到期，實際槓桿8
倍。
中央將這輪大灣區發展規劃繼續定位香港為亞
洲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
發展綱要提出要有序推動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並
繼續完善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
在消息的帶動下，港交所（0388）升至去年6月
以來的高位，公司將於本周三（27日）公佈業
績，如看好港交所，可留意港交所認購證
(27152)，行使價301.08元，12月到期，實際槓桿6
倍。如看淡港交所，可以留意港交所認沽證
(26954)，行使價237.8元， 7月到期，實際槓桿8
倍。

小米出新機 看好吼購輪18872
小米（1810）近日推出新款手機「米9」，市場

認為此型號在規格和價錢上都具競爭力，有證券公
司發表研究報告，將小米評級為買入，目標價為
13元。如看好小米，可留意小米認購證(18872)，
行使價11.9元，6月到期，實際槓桿5倍。另外也
可留意小米認購證(22595)，行使價10.87元，7月
到期，實際槓桿4倍。

騰訊炒上落 看好留意購輪27750
騰訊（0700）近日股價持續在340元附近上落，
窩輪市場同時錄得資金流入騰訊的認購證和認沽
證，顯示投資者現階段看法分歧。如看好騰訊，可
留意騰訊認購證(27750)，行使價368.2元，6月到
期。另外，也可留意騰訊認購證(21463)，行使價
377.08元，6月到期，實際槓桿10倍。如看淡騰
訊，可以留意騰訊認沽證(23710)，行使價316.68
元，6月到期，實際槓桿8倍。

鐵塔四連升 看好吼購證27219
鐵塔（0788）股價連續四天創新高，市場預期

內地在2019年下半年啟動發展5G網絡建設，現時
3G/4G基站數達到479萬座，市場預計未來5G基
站將實現全國覆蓋，有望大幅超過4G基站建設
量。鐵塔在行內佔龍頭地位，從站址數量到客戶資
源等方面，有望受惠於此5G浪潮。如看好鐵塔，
可以留意鐵塔認購證（27219），行使價2元，今
年9月到期，實際槓桿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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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快速轉型為更成熟市場

中國A股為在中國境內上市的股
票，目前的情況類似1965年

左右的美國股市：法規尚不周全、
政府對上市公司的監管也未盡完
善、且市場組成以散戶為主，容易
買高賣低，而讓市場波動更加劇
烈。
這些特性雖然使得許多全球投資

者卻步，但在2018年中國Ａ股正式
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 (簡稱入摩)
後，情況正在迅速改善。不僅監管

機構必須大幅改善法規，以便達成
入摩標準，而入摩後，追蹤中國Ａ
股指數的基金也需要達到相對應的
持股比重，進而帶動外資與機構投
資者的參與度。更重基本面、不受
投資情緒影響的機構投資者，通常
有助穩定以散戶為主的市場。
MSCI預計持續將中國A股納入新

興市場指數，下一階段入摩預計是
2019 年 8月，屆時A股權重將由
0.7%上升至2.8%。聯博預期，相比

南韓與台灣完全入摩耗時6年與9
年，中國A股完全入摩僅需3年至5
年，屆時權重將至16%。若包含香
港上市的中國股票，則中國資產將
佔MSCI新興市場指數的42%。

A股轉向成熟期三階段
中國股市邁向成熟期的第一步，在

於簡化外資的投資管道。2014年，中
國推出滬港通，讓外資不受執照或額
度限制，從香港買進中國境內市場股
票。近期，中國政府進一步開放投資
管道，將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QFII）的額度增加一倍。
第二，成熟市場的運作較為自由

有效率。比起幾年前，中國政府現
在對A股的干預程度已經大幅降
低。2015年7月股市激烈震盪時，
約有半數中國企業暫停交易，避免
股價重挫，有些企業停牌時間甚至
長達好幾個月。在投資者反應之

下，中國政府於2016年將停牌時間
限制在3個月。在美國或英國，市
場震盪不至造成停牌數月的情形。
不過，中國政府開始有正向的轉
變，並於2018年11月宣佈將進一步
縮短停牌時間。
此外，中國政府不再直接出手救

市。2015年，監管機構要求各大國家
證券金融公司買進股票以提振市場。
但到了2018年，股市再度大幅震盪，
但卻未見監管機構出手救市。
第三，成熟市場的上市公司必須

做到管治良好與資訊透明。為此，
中國證券與環境監管機構去年公
佈，上市公司必須於2020年前披露
環境、社會與公司管治 (ESG) 風
險。由於中國政府致力肅貪與整頓
不良企業行為，懲處製造空氣與水
源污染的企業，包括無限期關閉工
廠，甚至將高階主管判刑，ESG風
險近期已略有降低。（摘錄）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中國股市近年進展神速，邁入成熟期的時

間可望較其他國家股市為短。全球投資者過

去抱持觀望態度，但從許多面向來看，這個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企業，值得投資者深入了解。許多投資

者偏好成熟市場，主因是投資相對容易。

■聯博中國股票投資組合經理John Lin

聯博亞太價值型股票首席投資總監Stuart Rae

金價衝高回落 短線料窄幅震盪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上周初，對中美將達成貿易協議的憧憬提
振風險偏好，打壓美元下滑，歐元反彈。隨
後市場焦點回到經濟及貨幣政策方面。美聯
儲周三公佈會議記錄，重振美國今年可能升
息的預期，美元因此回升。全球一連串數據
表現加深對經濟放緩的擔憂，打擊投資人的
風險偏好。
在出口需求下滑之際，美國、歐洲及日本
的近期製造業調查預示產出水位萎縮。周四
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核心資本財訂單去年
12月意外下滑，表明企業設備支出持續放
緩。全球經濟增長勢頭疲軟，提振美債收益
率，進而支撐美元指數。

金價阻力位在1328及1334
市場將繼續關注此輪中美貿易談判進展、

雙方在3月1日截止期限前能否達成協議，以
及期限是否延長。本周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
會將舉行中美貿易問題聽證會，美國貿易代
表萊特希澤將出席並作證。美聯儲主席鮑威
爾將就美國貨幣政策與經濟狀況作證詞陳

述。
倫敦黃金方面，金價上周三見每盎司
1,346.73美元高位，未能衝破1,350美元關
口，引發投資獲利了結，金價重四挫跌近20
美元，低見至1,321美元水平。技術走勢而
言，隨着金價證周四的挫跌後，預料金價短
線將陷於區間震盪，25天平均線1,310美
元，同時亦為上升趨向線，將視為關鍵的支
持底部，亦要提防若此區失守，將引延顯着
的回調幅度，下一級指向1,300美元關口。
另外，以近三個月的累計漲幅計算，38.2%
的回調水平看至 1,289，50%將為 1,271 美
元。至於向上較近阻力預估在1,328及1,334
美元，關鍵將繼續留意1,350美元水平。

白銀上望16.60 短期短期格局
倫敦白銀方面，圖表見RSI及隨機指數均

處反覆，短期料銀價仍以上落波動為主。上
方較大阻力料為16.00及16.20美元，下一級
看至16.60。下方支持關鍵則為15.60，不僅
為近日底部，且為起延自去年11月底的上升
趨向線。由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的累計漲幅
計算，38.2%的調整水平為15.29，擴展至
50%及61.8%則為15.01及14.74美元。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2月25日-3月1日)

日期

26

27

28

1

國家

美國

歐盟

美國
德國

美國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9:30 PM

11:00 PM

6:00 PM

11:00 PM
3:00 PM

9:30 PM

10:45 PM
3:00 PM

9:30 PM

11:00 PM

報告

12月份建屋動工(單位)

2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2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2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2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12月份工廠訂單

#1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2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1月份零售銷售#
12月份個人收入
12月份個人開支

2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125.4
萬

125.0
-
-
-

+1.0%
-

+2.3%
22.1萬
57.5
-

+ 0.3%
+ 0.3%
95.6

上次
125.6
萬

120.2
106.2
+0.5
-7.9
-0.6%
+ 1.6%
+3.4%
21.6萬
56.7
-2.1%
+0.2%

-
95.5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2月18日-22日)

日期
19
20

21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英國
日本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5:30 PM
7:50 AM
3:00 PM

9:30 PM

11:00 PM

報告
2月份失業率

1月份貿易盈餘(日圓)
#2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12月份耐用品訂單

截至前周六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1月份二手房屋銷售(單位)

1月份領先指標

結果
4.0%
1.415兆
+1.4%
+ 1.2%
21.6 萬
494萬
-0.1%

上次
4.0%
567.36億
+1.4%
+1.0%
23.9 萬
500萬
0.0%

R

R

R
R

動向輪證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董事 朱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