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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產業博覽9月濰坊舉行

越是貿易保護，越要抱團發展，才能脫穎
而出。蘇守鎮認為，本次博覽會將成為

推動中、日、韓三國在經濟、文化、科學技術
等方面合作交流的「發動機」，尤其是在促進
科學創新等高新技術領域的共享合作與高質量
發展方面，「本屆博覽會將為此提供及時有效
的平台」。

促三國貿易投資一體化進程
他相信，從高層政要到地方政府，從工商企
業界到智庫專家學者，各個層面都將在9月的
博覽會上達成進一步共識，以推動中日韓貿易
投資一體化進程及中日韓地區的健康可持續發
展。

展覽面積4.9萬平方米
據介紹，第五屆中日韓產業博覽會將包括中
日韓智能製造展覽會、中日韓美好生活展覽
會、中日韓國際食品展覽會、大型高端裝備製
造及房車展覽會、文化旅遊展覽會，展覽總面
積4.9萬平方米，其中室內4.1萬平方米，邀請
世界500強、行業領軍企業和省、市重點企業
參展。

2015年以來舉辦四屆
自2015年以來，中日韓產業博覽會已連續

成功舉辦四屆。四屆博覽會展出總面積達16.8
萬平方米，參展企業1,793家，累計到會國內
外採購商7.13萬人。

青洽會吸金近15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濰坊
報道）中國氫能聯盟昨天發佈的中國
首個氫能源及燃料電池產業白皮書指
出，預計到2030年，中國氫氣需求量
將達到3,500萬噸，在終端能源體系
中佔比5%。白皮書倡議氫能產業重
點通過京津冀、長江流域和大灣區先
行先試。

中國已成世界最大製氫國
白皮書稱，中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

製氫國，初步評估現有工業製氫產能
為2,500萬噸/年，氫能在能源、交
通、工業、建築等領域具有廣闊的應
用前景。尤其以燃料電池為代表的交
通領域是氫能初期應用的突破口與主
要市場。
截至2018年底，中國氫能及燃料電

池產業鏈涉及規模以上企業約 309
家，能源與製造業大型骨幹企業數量
約佔20%；已建成加氫站23座。預計

2020年、2030年中國加氫站數量將分
別達到100座和1,500座，遠期2050
年的規劃是全國加氫站要達到1萬座
以上。
白皮書預計到2050年氫能在中國能
源體系中的佔比約為10%，氫氣需求
量接近6,000萬噸，年經濟產值超過
10萬億元人民幣，交通運輸、工業等
領域將實現氫能普及應用，燃料電池
車產量達到520萬輛/年，固定式發電
裝置2萬台套/年，燃料電池系統產能
550萬台套/年。
中國氫能聯盟專家委員會主任余卓

平說，白皮書倡議重點通過京津冀、
長江流域和大灣區先行先試，推動產
業合理佈局。
他提到，特別是在大灣區，氫能及

燃料電池示範成果顯著，有望成為中
國最大的新能源汽車生產基地。未來
將借助大灣區金融優勢，打造加氫設
施網的產業化標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瑜、李陽波
西寧報道）第二十屆中國·青海綠色發展
投資貿易洽談會近日在西寧閉幕。來自
16個國家和地區的13,000多客商經過4
天的洽談交流，共簽訂各類合作項目
261項，總投資額近1,500億元（人民
幣，下同），涵蓋輕工製造、光伏、風
力新能源，以及生態農牧業、旅遊文化
和商貿服務等領域。
本屆青洽會聚焦「開放合作·綠色發

展」，展覽總面積達6.15萬平方米，為
歷屆青洽會之最。共有9個國家部委和
內地29個省區市組團參會參展。

藏青工業園區建設見成效
其中，青海省政府與西藏自治區政府

共同簽署了《關於加快推進藏青工業園
區重點項目落地協議》，進一步加快青
海西藏兩省區合作交流。
據介紹，早在2013年青海和西藏兩個

相鄰省區便簽署了《關於建設格爾木藏
青工業園的合作框架協議》，在兩省區
共同努力下，近年來藏青工業園區建設
發展取得一定成效。
此次重點推進的40萬噸陰極銅項目，

是《藏青工業園區總體規劃》確定的園
區重要支撐性骨幹產業。項目採用內地
先進的底吹煉銅新工藝冶煉技術，投資
約90億元。

緊貼青海特色推綠色項目
青洽會創辦於2000年，至今已舉辦20
屆，累計簽約金額超過1.6萬億元。值
得一提的是，本屆青洽會緊貼青海獨特
的綠色資源稟賦，成功推出並簽約一批
綠色產業項目。
其中，三江源綠色智慧物流園項目依

託新能源，以及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
技術，構建綠色生態環保物流運輸網
絡，服務當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綠地正朝着擁抱科技、轉型「新
物種」的目標奔跑，旗下高科技企業
集群快速壯大。昨日綠地控股宣佈完
成兩項明星科創企業投資，包括斥資2
億元（人民幣，下同）戰略入股4G/
5G微基站創新企業北京佰才邦技術公

司，以及斥資1.56億元戰略入股視覺
識別企業廈門瑞為信息技術公司，均
成為兩家科創公司的第二大股東。
綠地控股董事長、總裁張玉良透露，

下一步還將推動綠地系「獨角獸」之間
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在上海建立研發
總部，推動入股企業的資本化進程。

中國發佈氫能源產業白皮書

綠地進軍5G通訊領域

■第20屆青洽會近日在西寧閉幕，會上簽訂各類合作項目261項，總投資額近
1,500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
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成都高新區獲
悉，截至今年5月底，該區已建成5G
基站292個，預計今年內將建成5G基
站1,500個以上。
5G基站是專門提供5G網絡服務的
公用移動通信基站，是提供無線覆蓋
和信號收發的核心環節。作為成都電
子信息產業聚集地，自去年11月以
來，成都高新區便積極探索和實踐規
模化 5G基站建設。「因為技術要

求，5G基站建設密度將是4G基站密
度的1.5至2倍，充分利用各類公共資
源對建好5G基站至關重要。」成都
高新區經濟運行局相關負責人介紹，
該區正積極推動「共享燈杆」「智慧
燈杆」落地，並做好基站電力、管道
配套規劃等。
今年4月25日，成都高新區環球中

心點亮「5G之都，環球時刻」燈光
秀，標誌着四川首個5G應用示範網、
內地首個多運營商共享示範站建成。

成都高新區年內建千五5G基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第五屆中日韓產業博覽會暨第二

屆貿易投資洽談會，將於9月20至22

日在山東濰坊舉行。中日韓產業博覽

會辦公室主任蘇守鎮認為，在當前中

美貿易戰和保護主義盛行的國際背景

下，該博覽會的舉辦恰逢其時。「此

種國際形勢倒逼中、日、韓三國抱團

發展，」他稱，三國必須發揮各自特

長、緊密合作，才能突破貿易戰封

鎖，實現逆勢增長。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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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初值，預測0.1%，前值0.2%
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初值，預測1.4%，
前值1.4%
6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初值，預測
0.1%，前值0.3%
6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初值，預測
1.3%，前值1.3%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年率終值，預測
3.2%，前值3.1%
第一季最終銷售終值，預測2.5%，前值2.5%
第一季消費者支出終值，前值1.3%
美國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平減指數終值，預
測0.8%，前值0.5%
第一季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終值，預
測1.0%，前值1.0%
第一季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終值，預測
0.4%，前值0.4%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6月22日當周)，預測22.0萬
人，前值21.6萬人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6月22日當周)，前值
21.87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6月15日當周)，預測166.5萬
人，前值166.2萬人
5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指數，前值104.3
5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指數月率，預測+1.0%，前值-1.5%
6月堪薩斯聯儲製造業指數，前值正4

金匯錦囊
歐元：將反覆走高至1.1450美元水平。
金價：將暫徘徊1,390至1,42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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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上周尾段輕易向上衝破1.1350美元附
近阻力後升幅擴大，本周二曾向上逼近
1.1415美元水平3個月高位，周三大部分時
間窄幅處於1.1350至1.1375美元之間。美
國聯儲局上周會議的政策立場明顯轉鴿，歐
元連日攀升，雖然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周二晚
的發言未有過於偏向溫和，令歐元回吐部分
升幅，但隨着鮑威爾重申將會作出行動保持
經濟增長，言論沒有排除下半年將有減息行
動，加上聯儲局決策官員布拉德依然傾向短
期內減息0.25%，反映聯儲局下半年展開減
息周期的機會依然偏高，該些因素將有助限
制歐元的回落幅度。

受惠區內經濟未有轉壞
另一方面，本周初公佈的德國6月份Ifo
指數下降至97.4水平，為2014年11月以來
低點，不過Markit上周五公佈6月份的法國
以及歐元區的綜合PMI均雙雙攀升至7個月
以來高點，顯示整體歐元區經濟未有轉壞，
歐元本周早段反而進一步向上觸及1.14美元
水平。此外，美國周二公佈6月份消費者信
心急跌至121.5的21個月低點，同時美國近
期公佈的經濟數據亦有轉弱傾向，將抑制美
元指數的反彈幅度，有助歐元保持反覆攀升
的走勢。預料歐元將反覆走高至1.1450美元
水平。
周二紐約8月期金收報1,418.70美元，較
上日升0.50美元。現貨金價周二受制1,439
美元附近阻力後遭遇獲利沽壓，失守1,420
美元水平後跌幅擴大，周三曾回落至1,402
美元附近。雖然美國聯儲局官員周二晚的發
言暫時壓抑金價升勢，不過現貨金價近日輕
易向上衝破過去5年以來位於1,370至1,390
美元之間的主要阻力區，市場氣氛已較為利
好金價，有助減輕金價下行壓力。預料現貨
金價將暫時徘徊1,390至1,420美元之間。

經濟下行風險增 A股仍具吸引力

從宏觀層面來看，中美貿易戰對全
球經濟增長帶來了廣泛的負面影

響，目前各國經濟的前景都趨於負
面。美國國債收益率出現倒掛，日本
消費市場信心不足，歐洲的長期通脹
情況不佳，工業原材料方面所釋放的
資訊也不明確，因此下半年全球政策
的寬鬆傾向是可以預期的。中國經濟
形勢方面，受到貿易摩擦的影響，經
濟的整體增速放緩，因此預計貨幣和
財政刺激政策將持續。

金融市場新政有利吸資
就A股市場而言，雖然宏觀環境持

續承壓，對A股市場的看法仍然相對正
面。近期多項金融市場新政策推出，
包括科創板成立、滬倫通的啟動、滬
港通額度增加，以及QFII / RQFII投
資限制取消等，這些舉措都有助於更
多長線資金進入A股，形成資金面的支
持。

半導體晶片產業見潛力
行業方面，貿易戰所帶來的技術封

鎖促使中國企業減少對外依賴，因
此，積極謀求自主可控的技術發展必
然是未來的大勢所趨。目前內地半導
體設備國產化比例較低，整體市場規

模發展空間龐大。晶片產業方面，隨着
內地手機產業鏈減少對美國晶片的依
賴，內地廠商可獲得較好的發展機遇。
中國工業機械人密度不及發達經濟體，
中國品牌所佔的市場份額仍然有限，因
此機械人產業也充滿潛力。除上述領域
外，我仍持續關注和看好消費板塊和經

濟轉型帶來的結構性機遇。
從增長和估值角度來看，2019年A

股的每股盈利增長預計將達到11.6%，
成長動能領先於美國、歐洲及日本等
海外市場；同時，預期市盈率約為12.5
倍，仍低於全球平均和各大海外市場
的估值水平。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2019年上半年，由於貿易問題持續發酵及地緣政

治問題升溫等因素，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加大，中國

經濟增速也出現放緩跡象。展望下半年，全球整體

政策環境將趨於寬鬆以減低衰退風險，而A股的估值及增長仍具

優勢，科創板、滬倫通等金融開放和市場新政策推出也將支持A

股資金流。 ■富達國際中國區股票投資主管、基金經理周文群

央行維持利率不變 紐元衝高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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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周二上漲，因在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
(FED)官員講話後，市場降低對美國大幅降息
的預期。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周二強調了美聯
儲的獨立性，頂住總統特朗普要求大舉降息
的壓力。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布拉德
周二表示，他認為50個基點的降幅有些「過
頭」。布拉德被認為是美聯儲最傾向鴿派的
官員之一，他的表態令一些投資者感到意
外。
上周美元下跌，因決策者們為未來數月降

息敞開大門。部分交易員預期下月美聯儲最
多可能降息達50個基點。然而，美聯儲官員
的講話打擊了這個預期，拉動美元指數從上
日所及三個月低點回升。
雖然這壓制了美聯儲7月會議降息0.5個百

分點的期望，但投資者仍預計至少會降息25
個基點。根據CME的FedWatch Tool，利率
期貨目前反映美聯儲7月降息50個基點的機
率為33%，篤定至少降息25個基點。
紐元兌美元上漲，此前新西蘭央行維持利

率在1.5%不變，不過暗示可能會再度降息。
新西蘭央行的論調明確偏向鴿派，會議記錄
顯示，決策委員會在會上討論是否要在本次
會議降息，並一致認為假以時日可能需要採
取行動。市場走勢暗示新西蘭央行在8月7日
的下次會議上降息至1.25%的可能性約為
63%，且大舉押注年底前將降息至1%。

已形成一組雙底形態
技術圖表所見，RSI及隨機指數仍見持續

走高，可望紐元兌美元仍處上升態勢。另
外，紐元於6月7日高位見於0.6681，而本周
三亦重新上探此區，並已形成一組雙底形
態，故若可明確突破這頸線位置，料紐元將
有更顯著的上升動力。
以自三月起始的累計跌幅計算，38.2%的

反彈水準為0.6655，50%及61.8%則分別為
0.6710及0.6765水平。預估較大阻力指向4
月高位0.6837。較近支持預估在0.6590，關
鍵則繼續留意0.6480，上月及本月中旬亦曾
險守此區，但若後市意外跌破，則要慎防紐
元再陷弱勢，下一級支持參考去年10月低位
0.6424。

■分析認為，A股的估值及增長仍具優勢，科創板、滬倫通等金融開放和市場新
政策推出也將支持A股資金流。圖為內地股民關注大盤走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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