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

吉林省春城熱力（1853）今日起至

10月17日公開招股，發行1.167

億股，其中10%在港公開發售，招

股價介乎每股1.9至2.5元，集資最

多2.9175億元。以每手2,500股

計，入場費約為6,313元，股份將

於10月24日於港交所主板掛牌。

中銀國際為獨家保薦人。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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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8月個人所得月率，預測0.4%，前值0.1%
8月個人支出月率，預測0.3%，前值0.6%
8月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月率，預測0.2%，前值0.2%
8月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年率，預測1.8%，前值1.6%
8月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月率，前值0.2%
8月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年率，前值1.4%
8月耐用品訂單月率，預測-1.0%，前值+2.0%
8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月率，預測+0.2%，前值-0.4%
8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月率，前值1.3%
8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財訂單月率，預測0.0%，前值0.2%
9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終值，預測92，前值92
9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現況指數終值，前值106.9
9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預期指數終值，前值82.4
9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一年通脹預期終值，前值2.8%
9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五年通脹預期終值，前值2.3%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跌穿106.00水平。
金價：將反覆重上1,520美元水平。

減息風起首選美投資等級債

近來ZLB為金融市場熱議話題，所謂
ZLB指的是零負利率，牽動市場對

收益產品需求提高。據統計，今年以來
市場資金加速由股轉債，流入投資債比
重逾六成，且流入投資債券金額遠高於
過往平均水平，顯見波動佳大投資環境
下，投資者偏好穩健收益機會投資級債
券。
保德信美國投資級企業債券基金毛宗

毅進一步表示，近來全球吹起減息風
潮，根據過往經驗，減息後兩年投資美
企業債券正回報機率為100%，且擁有平
均15.7%的亮眼績效，美國投資企業債
券為投資人在減息循環中攻守兼備的最

佳選擇。
目前貿易戰已轉變為非理性爭端，特
朗普出招難測，市場在明年11月選舉前
難見到平靜。毛宗毅指出，過去20年間
(1999年-2018年)，美國投資企業債券不
曾連續兩年出現過負回報，且任何一月
底進場，過去20年間，任何一月底進
場，不論持有1年、2年、3年正回報機
皆超過 8成，持有 3年正回報機率達
99%，投資美國投資級企業債，可於任
何時刻投資佈局。
再則，當市場出現重大事件時，美國

投資企業債券無畏市場亂流，且其回報
表現更為突出。觀察過去歷史經驗，無

論是恐怖攻擊還是金融風暴，美國投資
企業債券都逆風中的最佳選擇，不僅相
對表現抗震，其資產回到原點恢復力遠
勝於其他資產。

企業債息回報組成更穩定
毛宗毅進一步分析，美國企業債券債

息收益逾九成，也因此回報組成更穩
定，經過市場多空淬煉下來，美國投資
債長期回報表現更勝美股，美國投資企
業債漲幅達223%。以長期資產配置角度
而言，美國投資企業債券實可作為核心
配置首選。
全球吹起降息風潮和ZLB時代來臨

下，美國投資級企業債券不僅提供機構
法人長期收益來源，也符合退休金穩健
收益需求，預期市場資金將續往美投資
債流入。
毛宗毅認為，波動已成為市場新常

態，全球經濟成長放緩，全球央行齊唱
鴿調維持低利水平，加上低通脹環境
下，攻守兼備美國投資企業債券才是投
資首選，建議投資認可納入佈局，掌握
債市長期收益契機。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自去年8月美中貿易戰以來，市場波動加劇，加上

英國脫歐、中東戰爭升級等地緣政治風險增加，全球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經濟成長趨緩。美國聯儲局

十年來首度採取預防式減息，全球央行紛紛跟進寬鬆，負利率債券

屢創新高，ZLB(TheZero Lower Bound)時代正式來臨。美國投資企

業債擁有高信用評級、低波動和盈利能力佳等優勢，市場資金不斷

搶進，吸金力度遙遙領先其他債券。 ■保德信投信

加元橫盤整理 醞釀上升動能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元指數升見至兩周高位99水平
上方，且接近月初觸及的兩年高位
99.38。特朗普在紐約對記者表示，
美國和中國在進行「良好的對
話」，協議「可能比你的預期更快
達成」，這激發對中美達成貿易協
議的希望，以結束持續近15個月的
貿易戰。而周二他嚴厲批評中國的
貿易作法，並稱不會接受一個糟糕
的協議。市場對於貿易的樂觀情
緒，已經讓美國政治風險疑慮退居
次位；上日美國民主黨議員表示，
他們將啟動彈劾調查，以了解總統
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間的往來。根
據美國政府公佈的一份重要電話記
錄摘要，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向烏克
蘭總統澤連斯基施壓，要其配合美
國總檢察長以及特朗普的私人律
師，調查他的政治對手——前副總
統拜登。

支持位回升本月低位1.3129
美元兌加元走勢，圖表見RSI及

隨機指數正處走低，預示着美元短
線有回落傾向。阻力位先看近期多
日未能作出突破的200天平均線，
目前位於1.3310水平，倘若後市終

可衝破此區，料將擺脫近兩周以來
的橫盤走勢，預估下一級阻力料將
看至1.3430及1.35水平；反之，至
今已持續兩周卻仍是一再未能破
位，則可能已醞釀着調整風險。
支持位回看本月低位1.3129，關

鍵支持仍會留意7月中旬連日守穩
的1.30關口，倘若後市可下破此
區，將可望迎來新一輪更猛烈跌
勢。
美元兌瑞郎走勢，技術圖表見匯

價在本月持續向上受制於250天平

均線，目前250天線處於0.9955，
再者，MACD亦剛下破訊號線，預
示中短期內美元兌瑞郎料有回調風
險。

美元兌瑞郎料有回調風險
以最近一輪的上漲幅度計算，

38.2%的的回調幅度看至0.9860，擴
展至 50% 及 61.8% 將分別看至
0.9820及0.9780水平。關鍵支持參
考8月低位0.9657。至於向上阻力
預料為1.00以及1.01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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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熱力今招股 入場費6313元

吉林省春城熱力董事長劉長春昨於記
者會上表示，公司招股時間較長，

主要是因為適逢國慶節長假期與重陽
節。

冀上市後派息比率可達30%
以招股價範圍的中位數2.2元計算，

公司的集資淨額約為 1.975 億元。其
中，41%將用於增強智能供熱網絡系
統，41%之款項用於升級、更換現有一

級管網及供熱設施，13%將用於擴張公
司的供熱服務面積，包括建設所需的一
級管網及供熱設施，5%將用於收購潛
在供熱公司及供熱服務面積。
吉林省春城熱力副總經理兼財務總監

徐純剛表示，公司暫時未有具體的收購

目標，而公司期望上市後的派息比率可
達到30%。

瀛海集團首日掛牌力保不失
另一方面，瀛海集團（8668）昨首日

掛牌。該股昨平開報0.24元，但其後

「潛水」，一度低見0.204元。
不過午後該股跌幅收窄，尾市更曾倒
升，高見 0.242 元。該股昨最終收報
0.241元，較上市價0.24元高0.001元或
0.42%。以一手10,000股計算，投資者
每手賬面賺10元。

安永：第三季全球IPO集資額跌2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安永昨發表報告，
指由於IPO市場持續受到股市淡靜和地緣政治不確定性
因素影響，導致今年第3季多個市場的IPO活動按年錄
得減少。
該行指，第3季全球共有256宗新股上市，集資總額
402億美元，按年分別減少24%與22%；至於今年至今
則共有768宗上市，集資額為1,141億美元，按年分別
減少26%與25%。

主要市場上市後平均股價升32%
不過，雖然交易宗數有所下降，但主要市場平均首

日回報率為 27%，至於上市後的平均股價升幅為
32%。
此外，報告亦顯示今年首3季度以科技、醫療保健和

工業企業佔新股市場最大份額，共有407宗，共集資
694億美元，分別佔約53%與61%。

安永全球上市服務主管吳繼龍表示，第3季全球新股
市場持續受到市場淡靜和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因素影響，
交投放緩。
雖然期內上市活動宗數和集資額都按年下降，但上

海科創板於今年7月開市，增加投資者在該區的投資意
欲。他預計，隨着市場進入傳統的上市旺季、中美貿易
緊張局面和英國「脫歐」發展將變得更為明朗，全球上
市活動將於下季與明年回暖。

恒生中國參與
滬深證交所債券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 恒生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昨宣佈，已完成進入中國滬深證券交易所債券
市場的各項準備工作，成為首家進入證券交易
所參與債券交易的外資銀行。
恒生中國發佈的新聞稿指出，該行可同時在

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參與債券現券的競價交
易，交易品種包括利率債、金融債、公開發行
的企業債等。
恒生中國環球市場業務主管吳英敏表示，很

榮幸能成為首家進入證券交易所參與債券交易
的外資銀行，將繼續運用恒生銀行豐富的金融
服務經驗，支持金融業深化改革。

央行或放水 日圓走軟
動向金匯

馮強

美元兌日圓上周受制108.50附近阻力位
後走勢偏軟，本周二在106.95附近獲得較
大支持，周三出現反彈，一度向上逼近
107.90水平，周四大部分時間窄幅上落於
107.55至107.75水平之間。
美元指數周三顯著上升，重上99水平，
周四更攀升至99.13水平3周多高點，同時
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曾迅速回升至1.73%
水平，均有助美元兌日圓周三表現偏強。

受惠歐日交叉匯續跌
另一方面，美日兩國本周
三晚簽訂貿易協議，但日本
向美國出口的汽車卻未能豁
免徵收關稅，協議明顯較為
有利於美國，消息未對日圓
表現構成太大影響。日本央
行周三公佈7月30日會議紀
錄，有決策委員傾向提早作
出寬鬆行動應對風險，預示
日本央行頗有機會在10月
31日或12月19日之間的會
議上採取行動，日圓走勢偏
軟，帶動美元兌日圓持穩
107.00水平後反覆上行，不
過美元兌日圓其後受制位於
107.80至107.90之間的阻力
位後升勢逐漸放緩。
隨着美元兌日圓連日皆未
能向上衝破108.00水平，
加上歐元兌日圓交叉匯價過

去 1周持續下跌，周四更一度向下逼近
117.50水平3周低位，有助日圓表現，預料
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跌穿106.00水平。
現貨金價周三受制1,535美元附近阻力後

走勢偏弱，失守1,520美元水平後跌幅擴
大，險守1,500美元關位，周四表現偏穩，
大部分時間處於1,500至1,511美元之間。
美元指數與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周三晚雙
雙顯著上升，金價迅速遭遇回吐壓力，不過
現貨金價守穩1,500美元水平，顯示市場氣
氛現階段未有過於不利金價。
若果美元指數稍後一旦未能站穩99水

平，則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520美元
水平。

前8月華為智能手機
銷售同比增長26%

香港文匯報訊 華為昨日在上海發佈Mate30
系列智能手機，Mate30系列智能手機是華為年
度旗艦產品，此前已在德國發佈，被認為是和
iPhone11系列相抗衡的產品。據華為消費者業
務CEO余承東介紹，今年1至8月，華為消費者
業務仍持續高增長，智能手機出貨增長26%，
筆記本電腦出貨增長249%，智能音頻產品出貨
增長256%，智能穿戴設備出貨增長278%。

定價主要向內地傾斜
華為手機在內地獲得熱銷，此次定價也向內

地傾斜。例如，全系列手機最低價格僅為
3,999 元(人民幣，下同)。4G全網通 8GB+
128G售價4,299元，國外為799歐元（折合人
民幣 6,231 元）。Mate30RS 保時捷售價
12,999元，國外價格2,095歐元（折合人民幣
16,33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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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春城
熱力於昨日起在
香港公開發售。
左二為吉林省春
城熱力副總經理
兼財務總監徐純
剛，圖中為吉林
省春城熱力董事
長劉長春。

9月巢湖岸邊，3900畝的尖山湖
逸趣園瓜果飄香，與逸趣園相配
套的鄉村旅遊設施也正在加緊建
設。根據規劃，依託逸趣園，含
現代觀賞農業、度假旅遊區為一
體的新型田園綜合體將在安徽省
巢湖市廟崗鄉拔地而起，將成為
合肥市鄉村旅遊的好去處。而在
黃麓鎮，依託養殖企業和專業合
作社，包含水產養殖、有機瓜果
基地在內的一個種養循環、生態
農業示範園已形成規模。

近年來，巢湖市更加注重現代
農業的規劃，注重引導扶持特色
產業連片發展，形成規模優勢。
按照 「五大產業+扶貧」等模式
，大力發展茶葉、番茄、稻蝦米
、中藥材（瓜蔞子）和特色經果
，一鎮一品，各具特色的種植業

正逐漸駛上正軌。夏店村茶葉基
地、濱湖村番茄基地、軍高村獼
猴桃基地、蓮花村現代農業基地
、方集村中草藥基地、童集村精
品苗木花卉基地……規模化種植
產業園點綴在廣袤的大地上，形
成一幅競相盛開的群芳圖。

地處偏遠的烔煬鎮山梅村，村
民們選出了環境綜合治理理事會
帶領群眾開展人居環境整治。通
過 「村民自籌、愛心人士贊助、
項目帶動、政府支持」該村拆除
違建面積約200平方米、修建水泥
路1100米、綠化面積500平方米、
安裝太陽能路燈23盞，在村民的
積極參與下，山梅村改水改廁、
垃圾分類、道路修整等各項目標
得以高效完成。

山梅村的發展經驗很快在烔煬

鎮得到推廣，該鎮十幾個自然村
的村民都積極參與到環境治理中。
截至目前，烔煬鎮村民自籌用於
人居環境整治資金額達175萬元。

據悉，近年來，巢湖市聚焦城
鄉統籌，堅持精心建設、精細管
理，着力建設宜居宜業的美麗家
園。全力打造精品城市，完成投
資15.4億元，加快推進109個新建
、續建城市大建設項目建設；推
進智慧巢湖建設，實施交通秩序
、經營秩序等專項整治，拆除違
法建築4.67萬平方米，鞏固提升
全國文明城市創建成果。聚力推
進美麗鄉村建設，統籌推進垃圾
、污水、廁所 「三大革命」，完
成62個行政村、786個自然村和93
個美麗鄉村中心村人居環境整治
任務，獲評為 「全國農村生活垃
圾分類處理和資源化利用示範縣
（市）」，柘皋北閘老街、烔煬
老街、黃麓張疃村入選第五批中
國傳統村落名錄，柘皋汪橋村成
為中國美麗鄉村百佳範例。

（文：徐小中）

綠色巢湖 魅力之城 （系列二）

巢湖市全域振興
鍛造富民惠民樣板

（特刊）

9月巢湖岸邊，3900畝的尖山湖
逸趣園瓜果飄香，與逸趣園相配
套的鄉村旅遊設施也正在加緊建
設。根據規劃，依託逸趣園，含
現代觀賞農業、度假旅遊區為一
體的新型田園綜合體將在安徽省
巢湖市廟崗鄉拔地而起，將成為
合肥市鄉村旅遊的好去處。而在
黃麓鎮，依託養殖企業和專業合
作社，包含水產養殖、有機瓜果
基地在內的一個種養循環、生態
農業示範園已形成規模。

近年來，巢湖市更加注重現代
農業的規劃，注重引導扶持特色
產業連片發展，形成規模優勢。
按照 「五大產業+扶貧」等模式
，大力發展茶葉、番茄、稻蝦米
、中藥材（瓜蔞子）和特色經果
，一鎮一品，各具特色的種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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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偏遠的烔煬鎮山梅村，村
民們選出了環境綜合治理理事會
帶領群眾開展人居環境整治。通
過 「村民自籌、愛心人士贊助、
項目帶動、政府支持」該村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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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太陽能路燈23盞，在村民的
積極參與下，山梅村改水改廁、
垃圾分類、道路修整等各項目標
得以高效完成。

山梅村的發展經驗很快在烔煬

鎮得到推廣，該鎮十幾個自然村
的村民都積極參與到環境治理中。
截至目前，烔煬鎮村民自籌用於
人居環境整治資金額達175萬元。

據悉，近年來，巢湖市聚焦城
鄉統籌，堅持精心建設、精細管
理，着力建設宜居宜業的美麗家
園。全力打造精品城市，完成投
資15.4億元，加快推進109個新建
、續建城市大建設項目建設；推
進智慧巢湖建設，實施交通秩序
、經營秩序等專項整治，拆除違
法建築4.67萬平方米，鞏固提升
全國文明城市創建成果。聚力推
進美麗鄉村建設，統籌推進垃圾
、污水、廁所 「三大革命」，完
成62個行政村、786個自然村和93
個美麗鄉村中心村人居環境整治
任務，獲評為 「全國農村生活垃
圾分類處理和資源化利用示範縣
（市）」，柘皋北閘老街、烔煬
老街、黃麓張疃村入選第五批中
國傳統村落名錄，柘皋汪橋村成
為中國美麗鄉村百佳範例。

（文：徐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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