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朱燁 北京

報道）美國中華微視（CVTV）近日

宣布，以7,500萬元人民幣併購台

灣全球數字通股份有限公司，後者

成為其全資子公司。中華微視首席

執行官細明體金接受記者採訪時透

露，中華微視未來三年將在美國舊

金山、菲律賓、馬來西亞、中國香

港、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放置5

塊LED大屏幕，主要將用於發佈中

國商機。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8月5日- 9日)

日期
5
6
7
8

9

國家
美國
澳洲
德國
日本
美國
日本
德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10:00 PM
9:30 AM
3:00 PM
7:50 AM
8:30 PM
7:50 AM
3:00 PM

5:30 PM

8:30 PM

報告
七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六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美元)
六月份工業生產#
六月份來往賬盈餘 (日圓)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七月份貨幣供應 #
六月份貿易盈餘 (歐元)
六月份工業生產 #
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 #
六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英鎊)
七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上次
55.1

60.89 億
- 3.7%

1.595 兆
21.5 萬
+ 2.3%
206 億
+ 0.9%
+ 1.8%

23.24 億
+ 0.1%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 7月29日- 8月2日)

日期
29

30

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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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美國

德國

美國
澳洲

美國

香港時間

8:30 PM

10:00 PM

3:00 PM

9:45 PM

9:30 AM

8:30 PM

10:00 PM

8:30 PM

10:00 PM

報告
無重要數據公佈
六月份個人收入
六月份個人開支
七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六月份零售銷售#
六月份失業率
七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第二季入口物價指數#
第二季出口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六月份建築開支
七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七月份失業率
七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六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美元)
六月份工廠訂單
七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結果

+ 0.4%
+ 0.3%
135.7
- 1.6%
3.1%
44.4

+ 2.8%
+ 17.4%
21.5 萬
- 1.3%
51.2
-
-
-
-
-

上次

+ 0.5%
+ 0.4%
124.3
+ 4.0%
3.1%
49.7
+ 5.2%
+ 15.3%
20.7 萬
- 0.5%
51.7
3.7%
22.4 萬
555 億
- 0.7%
98.2

R

R
R

增長趨勢確立 優先佈局創新科技

台新智慧生活基金經理人蘇聖峰指出，分
析美股第三季走勢，焦點主要圍繞基本

面改善與政策風險，需留意三風險：包括：
一、經濟數據變化牽動Fed第二次降息時點，
留意利多出盡；
二、大環境政治風險與產業政策變數多，

子產業與個股差異化持續拉大；

預防性減息營造資金行情
三、價值面提升空間有限，投資氣氛仍謹
慎且變化快速，容錯率下降。在變數增加
下，第三季美股偏震盪整理。

蘇聖峰表示，雖然美股第三季震盪，但拉
回就是買點，因為美國聯儲局採取預防性減
息營造資金行情，也有助於經濟指標走穩，
企業盈利也可望於第三季落底，第四季揚
升。
分析師估計，今年標普500企業獲利仍有
2.31%的正成長幅度，配合機構投資目前持股
水位偏低，後市回補空間大，看好軟體(雲
端、網路安全相關)、工具機、醫材、精準醫
療、5G、FinTech等增長趨勢確立的創新科
技類股。
由於過去三季各題材輪動快速，市場波

動也大，投資者較難掌握進場與出場時
間，建議透過建立基本部位、定期定額參
與市場，且逢大跌適時加碼，有望取得較
佳報酬。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股近期在減息預期反應完畢，貿易戰再起波瀾下，呈現震

盪整理格局。展望後市，雖然特朗普再度對中國3,000億商品

加徵10%的關稅，致股市回調修正，但就中長線來看，美股

擁貨幣寬鬆、企業盈利第四季觸底反彈、資金回補空間大等三利好加持，中

長線漲升行情仍看俏。以標普500企業2020年每股盈利增長率11%、搭配5

年平均市盈率17.6倍計算，預估標普500指數仍有9%的漲升空間，建議8月

遇較大回檔皆可找買點。 ■台新投信

避險買需支撐金價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聯儲上周一如市場預期進行逾
10年來首次降息，主席鮑威爾表
示，降息是針對貿易不確定性、全
球增長疲弱和低通脹影響的一項預
防性政策，並非漫長降息周期的開
始。然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周四晚
間突然宣佈9月1日起對更多中國進
口商品徵收關稅。一位白宮官員表
示，特朗普是在美國貿易代表萊特
希澤和財長姆努欽向他通報了上海
的會談後做出此決定的。
特朗普表示將從9月1日起對剩下

的3,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
10%關稅；此舉引發金融市場大幅
震盪，美元轉而下挫，投資者重新
盤算降息前景，認為美聯儲下次在9
月會議上降息的可能性很大。如果
貿易問題惡化，發展成全面貿易
戰，美聯儲進一步降息將在很大程
度上不再被視為周期中的調整，而
會被視為防止衰退的必要舉措。全
球股市周五受到打擊，投資者湧入
避險資產，美元回挫，金價自低位
顯著反彈逾40美元。
周五晚美國公佈的7月非農就業崗位

增加16.4萬個，與預估一致；失業率
為3.7%，合乎市場預期；平均時薪較
前月增長0.3%，稍高於預估的增長
0.2%。數據公佈後金價輾轉回落，但
止步於1,430上之後則重新攀升，並再
創兩周高位至1,447.44美元。

關注中美貿易形勢進展
倫敦黃金走勢，金價於上周四險

守着1,400美元的心理關口，之後
因中美貿易疑慮而上衝，並於周五
進一步逼近至1,450水平。預計金
價短期走勢仍呈反覆，市場正聚焦
中美貿易形勢的進展，鑑於中方有
機會在短期內採取相應措施予以報
復，故預料金價上行的機率會高一
些，並建議以回位買入為主線策
略。支持位預估在 25 天平均線
1,417美元，關鍵仍在1,400美元關
口。上方阻力先留意1,450美元關
口，若金價可明確衝破此區，料又
會開展新一輪升勢，目標估計將延
伸至1,468美元以至1,480美元。本
周澳洲及紐西蘭央行將舉行利率會
議；歐美多國發佈服務業數據，英
國和日本發表GDP報告、中國公佈
進出口、貿易收支、 PPI、 CPI等
多項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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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布力論壇夏季峰會下周五天津辦

西王集團獲30億政府基金支持

中華微視併購台灣全球數字通

目前中華微視擁有 OTT、網路、
APP、社交平台等多終端用戶及受眾

共350萬。「希望全球的華人都能聽到自
己的鄉音，能看到自己兒時記憶的畫
面。」因此，已經有220個頻道的中華微
視平台未來還將開方言頻道。

冀為全球華人提供資訊服務
細明體金表示，三年內將做到國國有用
戶、OTT收費用戶達到100萬、市值達百
億美金的商業傳媒及傳媒服務公司。他還
強調，中華微視將進一步強化中華微視的

國際華文新媒體屬性，發揮「全球華人看
中華」的國際化傳播優勢，在自己OTT平
台上建立多個中華微視自有頻道，為全球
華人提供資訊服務。
全球數字通首席執行官熊原毅表示，中

華微視將通過最新的雲技術整合能力，攜
手陸、台、港各電視媒體及視頻網站，豐
富中華微視OTT平台的視頻播出內容，向
台港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北美、
歐洲等地區華人社群提供個性化娛樂服
務，弘揚中華文化、推介中國機遇；與全
球優秀的華文電視台及頻道合作，分類設

立區域頻道、內容頻道、行業頻道、旅遊
頻道、主題影視頻道、服務頻道、中國方
言語種頻道等，以滿足華人社群不同年齡
用戶的娛樂需求。
據悉，中華微視併購全球數字通公司

後，將會強化和提升中華微視的互聯網娛
樂服務功能，借助國際資本平台主力拓展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家庭、酒店的收
費互聯網電視用戶市場，打造一個能夠滿
足全球華人社群多元文化需求、集聚最多
華文電視節目頻道、視聽技術領先全球的
OTT平台。

■美國中華微視首席執行官細明體金（前排左一）與全球數字通股份公司首席執行官熊
原毅共同簽署併購法律文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天津報道）亞
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組委會宣佈，亞布力中
國企業家論壇夏季高峰會將於16日(下周五)

至18日在津舉行。亞布力論壇創始人、主
席田源表示，亞布力論壇已走過16個省
市，協助各省市累計完成2,000億元人民幣
招商引資。他指出，亞布力論壇長期關注天
津發展，屆時將有600餘位知名企業家、學
者和政府官員出席，共同探尋經濟融合的動
能策略和路徑，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將發佈中國企業家發展信心指數
據了解，本屆高峰會主題是「協同．融

合．共贏」，議題涵蓋廣泛，除了互聯

網、大健康、教育、房地產、公益等議題
之外，還將重點探討全球化新時期的自主
創新、5G新世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時下
經濟熱點議題。此外，在本屆高峰會閉幕
式上，還將發佈2019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家
發展信心指數。
天津市副市長金湘軍表示，目前，高峰

會的嘉賓邀請、項目對接、會場保障等各
項籌備工作已基本就緒，希望與會企業家
在峰會期間，深入了解天津，共同分享天
津機遇。

■亞布力論壇夏季高峰會新聞發佈會在津舉
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
道）日前在山東濱州市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揭牌暨重點企業發展基金戰略合作框
架協議簽約儀式上，山東省、濱州市、
鄒平市三級政府共同成立迄今為止規模

最大的30億元人民幣重點企業發展基
金，支持西王集團。
西王集團董事長王勇表示，30億元重

點企業發展基金為西王集團的未來發展
注入了強勁動力。

霍爾果斯投建新能源車項目拓周邊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應江洪新疆報

道）位處祖國西陲的新疆霍爾果斯市日
前投建新能源汽車項目，以期利用地緣
及政策優勢，開拓中亞俄羅斯等周邊市
場。
據悉，該項目由霍爾果斯卡拉爾汽車

科技有限公司投資4億餘元興建，項目
佔地100畝，將開工建設年產10萬輛汽
車底盤關鍵零部件生產線，用於建設新
能源汽車延伸項目，預計實現年產值10

億元(人民幣，下同)。該公司總經理助理
寧波表示，企業希望利用霍爾果斯地緣
及政策優勢，進一步開拓俄羅斯、哈薩
克斯坦等周邊國家市場，項目預計明年
上半年建成投產。
當日，霍爾果斯還同時開工20個項

目，涉及農副產品精深加工、裝備製造
等領域，總投資24.62億元，全部為社
會資本投資，顯示社會資本對霍爾果斯
擁有極大的投資信心。

阿里助力甘肅打造10大「甘味」特色農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俊海 甘肅報

道) 日前在甘肅臨夏舉行的阿里巴巴匯
聚甘肅助力打造「甘味」特色農產品品
牌發佈會上，阿里巴巴宣佈將集中力量
幫助甘肅打造包括永昌貝貝南瓜、民勤
蜜瓜、蘭州百合、金昌早酥小香梨、白
銀板栗薯、民勤人參果等在內的10大
「甘味」特色農產品，建設10萬畝優質
綠色農產品生產基地，助力「甘味」品
牌向千億級產業邁進。
當天，永昌貝貝南瓜、民勤蜜瓜、金昌

早酥小香梨、白銀板栗薯、民勤人參果五
款甘肅特色農產品已經在「聚土地」上

線。「聚土地」將成為聚划算幫助「甘
味」特色農產品暢銷全國的新機制。
天貓和淘寶平台營運事業部總裁劉博

說：我們希望能通過「甘味」農產品品
牌的打造，讓中國更多消費者能夠感受
到甘肅的農產品，讓農產品從田間地頭
到消費者餐桌的過程更加快速、高效。
甘肅省農業農村廳廳長李旺澤表示，將

充分利用阿里巴巴的平台和資源打造和推
廣「甘味」特色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打
造地域優勢特色產業名片，全面構建起省
市縣三級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地標品牌
和企業商標品牌協同發展。

甘肅首家文旅專業銀行揭牌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劉俊海、實習記

者 楊嘉暉 甘肅報道)日前在甘南舉行的
第四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
會和第九屆敦煌行．絲綢之路國際旅遊
節上，甘肅省首家文化旅遊專業銀行，
中國銀行「三區三州」文旅支行揭牌成
立，這對破解甘肅省文化旅遊企業資金
瓶頸和助力「三區三州」脫貧攻堅都有
重要的意義和作用。當天，19家金融機

構與甘肅42家文旅企業簽訂了戰略合作
協議，總授信額度達170億元人民幣。
期間，由人民銀行蘭州中心支行、甘肅

省文化和旅遊廳、中銀保監甘肅監管局、
中國證監會甘肅監管局四部門聯合發佈
《關於金融支持甘肅文化旅遊產業加快發
展的意見》，《意見》提到，將重點加大
對文化旅遊「全產業鏈」金融支持力度，
支持文化旅遊產業鏈重點項目建設。

美加徵關稅 看淡留意恒指沽輪19674
出擊金匯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董事 朱紅

上周五凌晨特朗普突然宣佈美國
將從9月1日開始對3,000億美元的
中國商品加徵10%的關稅。受有關
消息影響，美國三大指數由升轉
跌，道指收市跌280點或1.05%，高
低波幅超過600點。
如看好恒指，可留意恒指認購證
（19671），行使價27,768點，今年
11月到期，實際槓桿12倍。如看淡
恒 指 ， 可 留 意 恒 指 認 沽 證
（19674），行使價26,700點，今年
9月到期，實際槓桿14倍。

博中石油反彈吼購輪20134
美中貿易戰升溫也加劇原油需求
的疑慮，導致國際油價大跌。布蘭
特原油 10月期貨下跌 4.55 美元或
6.99%，收每桶 60.50 美元，創下
2016年2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中石
油(0857)再次下試4元水平，投資者
如 看 好 ， 可 留 意 中 油 認 購 證
(20134)，行使價 4.58 元，12 月到

期，實際槓桿10倍。
中移動（0941）香港首間港島旗
艦店進駐中環，於上周四(1日)正式
開幕，亦是全港首個提供5G網絡體
驗的流動網絡供應商門市。同時亦
有設智能家居展示區，可讓用戶了
解 5G 和 NB-IoT 結合後能如何優化
日常家居生活。
中國移動香港表示，將積極響應
集團提倡的「5G+」計劃，促進 5G
及 4G 協同。如看好中移，可留意中
移認購證(19728)，行使價71.88元，
12月到期，實際槓桿14倍。如看淡
中移，可留意中移認沽證(19730)，
行使價64.6元，11月到期，實際槓
桿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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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