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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思維開拓前海機遇
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全面深化前海

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對深

圳前海未來發展方向及落實方式提出了更新、

更高的要求和思路。9月13日，深圳市召開發

布會，提出了12個方面、44條舉措，將前海

方案細化分解成71項重點任務，203項重點推

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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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中央和深圳市有關前海的文
件，筆者認為「再放權、再放

開、再放寬」九個字是前海建設方案
的濃縮和精髓所在，也是發揮示範作
用的指引。再放權，指的是在原有的
基礎上，前海將獲得更多的特權，不
論是前海本身還是入駐前海片區的企
業，都可以享受到國家給予的、更為
開放的發展環境；再放開，指的是在
深化改革開放的基礎上，更先一步、
快一步探索更為開放的新模式；再放
寬，指的是在原有空間的基礎上，擴

大區域空間，引入更多的資源、人才
和企業。

須把握政策紅利
總體來看，或許應從以下五個方面

發力，才有望更好地發揮出前海深港
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示範引領作用，
開拓出前海更大新機遇。
首先，要緊「盯」制度前提。即便

前海獲得「五區疊加」的政策紅利，
前海也必須在框架內探索，自始至終
必須牢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

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其次，要把關好前海企業的質量。

應從五個層面着手：一是歡迎全球
500強、亞洲500強等知名企業入駐前
海或設立區域總部；二是歡迎境內外
上市公司在前海設立企業；三是歡迎
科技創新型企業進入前海；四是歡迎
以高潛質人才為班底成立的創業公司
進入前海；五是婉拒「皮包公司」、
實際控制人為老賴公司等存在隱患的
企業「鑽空隙」進入前海。
第三，全面落實民生幸福工程。要

想為前海企業打造優質營商環境，必
須建立相應基礎設施配套，如醫院、
學校、養老、商場、餐飲、超市、公
園、休閒等設施和場所等。
第四，大力優化合作區營商環境。

筆者認為，推動合作區內產業發展，
硬件軟件都要高效，同時還要研究制
訂符合前海的相關產業制度，研究促
進企業發展的產業政策，探索化解企
業融資難的融資方法，簡化企業幹事
創業的工商行政手續。簡單來說，就
是用行動落實「想企業之所想，急企

業之所急」。
第五，構建合作區企業互通互聯機

制。前海既是一個大型產業園區，又
不只是一個產業園區，在尊重市場化
的前提下，政府需要適當發揮引導作
用，推動入駐前海企業之間的強強合
作，將互聯互通由前海總部輻射至國
內至國外的各分公司、工廠，以此構
建貫通海內外的供應鏈、產業鏈，成
為撬動深圳乃至廣東經濟發展的強力
槓桿。

緊記三大要點
對於當前在前海的企業而言，抓住

前海這一歷史機遇還要注意三點問
題：一是市場化發展必然帶來競爭。
要認識到前海是中國當前高度自由的
市場，遵循市場化原則，參與市場競
爭，優勝劣汰是必然；二是要吃透相
關政策；三是不斷開拓創新、積極進
取，要以敢於領先於行業的雄心壯志
走在時代的前列。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著有

《床頭經濟學》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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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因變種病毒與相對落後的
疫苗接種進度，短期阻礙了經濟回歸
正常化的進程。然而隨着疫苗生產商
亦提升產能，預期多數新興市場經濟
體皆能維持在經濟正常化的道路上。

亞洲價值鏈正在擴展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基金經理
伽坦．賽加爾表示，儘管新冠疫情對於財
政狀況產生重大影響，但在政府、企業與
家計面，新興市場的槓桿程度仍低於成熟
市場，特別是在疫情影響的全球市場動盪
中，更加凸顯新興市場企業於全球競爭優
勢，尤其亞洲企業正在擴展其價值鏈，例
如嚴重的晶片短缺問題加深全球對於亞洲
半導體產業的依賴。
南韓的電池製造商成為全球電動車電池
的主要供應商，在有利的政策與先進技術
支持下，推動電動車滲透率不斷提升。以
MSCI新興市場指數的類股組成觀察，以
科技通訊、健康醫療、消費為主的新經濟
產業類股，過去十年由約35%的權重大幅
攀升至逾55%，受惠新經濟產業的獲利動
能較佳所挹注，新興市場企業不論就股東
權益回報率或自由現金流量等指標評估，
皆明顯優於成熟市場企業，但評價水平卻
更具優勢，新興市場目前已蛻變為更高品
質的資產類別。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基金經理
人伽坦．賽加爾表示，亞洲市場小型股是
很適合作為長期投資的核心標的，主因小
型股多屬於具有內生成長動能的產業，營
收來源多倚賴本地需求且通常屬於利基型
市場，較不容易受到總體經濟景氣循環周
期或國際情勢影響，因此能發揮多元分散
效果，全球低利率環境也將降低資金成本
壓力，更有助小型企業營運前景。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在內需成長動能最為強勁的亞洲新興市
場，尋找最為汲取當地資源挹注的亞洲小
型企業，透過側重於中國、印度、南韓等
幾個政府皆在積極進行改革的亞洲國家的
中小型企業，藉由民生消費、基礎物料、
美容保健、資訊科技與金融深化五大趨勢
主題投資，掌握新興亞洲經濟體最活躍領
域的投資機會。 ●富蘭克林投顧

致：	(1)	上述第二被告人GAO	XIANG（高翔），地址為：中國吉林省樺甸市蘇密溝鄉
煤窯村稻地一社89號；

	 (2)	上述第三被告人FAN	YUXIN（范玉欣），地址為：中國吉林省樺甸市公吉鄉
王家店村長青社7號

	 請注意：一項對閣下之訴訟已於2020年10月28日由原告人U	OI	LENG（俞愛玲）
入稟香港區域法院。在該訴訟中，原告人的申索包括：-		
(1)	 	向上述第二被告人追討一筆為數港幣1,750,000元的款項。該等款項為原告人被詐

騙使其於2019年9月17，18及19日從其在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及澳門商業銀行的銀
行戶口分別匯款港幣650,000元，港幣650,000元及港幣450,000元（統稱為「錯
誤匯款」）至上述第一被告人在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的銀行戶口，及其後
再被轉賬至上述第二被告人在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的銀行戶口之款項；

(2)	 	向上述第三被告人追討一筆為數港幣674,999	元及一筆為數港幣270,001元的款
項。該等款項為於2020年9月由第二被告人的戶口轉帳至第三被告人在香港上海
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的銀行戶口的部分錯誤匯款；

(3)	 	一項聲明指出原告人於衡平法及/或法律上有權追查閣下各自收到的匯款及/或當
中相關的得益及/或任何以該等匯款或其部分墊支所得的閣下各自手中的資產；

(4)	 	一項聲明指出閣下以信託形式為原告人持有各自所收到的匯款及所有當中有關的
得益及收益，包括所有因此而獲取的資產，並須交出上述或其任何部分款項；

(5)	 	一項命令要求閣下立即將其各自收到的各項匯款轉帳予原告人；	
(6)	 	進一步或替代地，一項命令要求閣下須基於不當得利和/或獲得並收到的款項的

理由複還各自所收到的各項匯款；
(7)	 	閣下收到的各項匯款的利息，由收到匯款當天起計至付款那天；及
(8)	 	訟費。
	 茲奉區域法院聆案官梁少玲於2021年8月12日之法庭諭令：-	將關於本訴訟之
有關通告在本港及中國內地一份流通之中文報紙文匯報刊登一天，即作為將本案之
（1）替代送達的諭令；（2）高等法院聆案官蘇嘉賢於2020年12月31日之法庭諭
令；及（3）蓋印香港區域法院印章及附同規定格式之送達認收書表格的並存傳訊令
狀有效送達予閣下。
	 而以上之送達日期為此通告刊登於文匯報的當日（即今天）。再者，閣下必須在
此通告刊登之日起計（包括見報當日）28日內，填妥一份規定格式之送達認收書（該
送達認收書表格可向下述名稱及地址之律師行索取），以確認收妥該並存傳訊令狀，
及交回區域法院登記處，否則法院可判閣下敗訴。
　　　　　　　　　　　　　　　　　　　　　　　　　　　　　司法常務官
2021年9月20日　　　　　　　　　　　　　　　　　　孖士打律師行
檔案編號：EHKC/RNHC/19631267　　　　　　　　	　原告人代表律師
　　　　　　　　　　　　　　　　　　　　　　　　　地址：香港中環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16-19樓

申請新酒牌公告
永華日常牛角次男坊

現特通告：邱佩芬其地址為九龍九龍
灣宏照道38號企業廣場5期辦公大樓
1座22樓03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
九龍九龍灣牛頭角道77號淘大商場1
期地下G143-162號舖永華日常牛角
次男坊的新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
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
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
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1年9月20日

申請新酒牌公告
牛角日本燒肉專門店

現特通告：歐陽美芳其地址為九龍
九龍灣宏照道38號企業廣場5期辦
公大樓1座22樓03室，現向酒牌
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00號利東街地下G32號舖及一樓
F30A號舖牛角日本燒肉專門店的
新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
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
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1年9月20日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9月20-24日)

日期
20
21

22
23

24

國家
德國
英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香港時間
3:00PM
4:30PM
8:30PM

10:00PM
8:30PM

10:00PM
10:00PM

報告
八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八月份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八月份建屋動工(單位)

八月份二手房屋銷售(單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八月份領先指標
八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預測
-

156.0萬
586萬
31.7萬
+0.6%
72.0萬

上次
+10.4%
72.37億
153.4萬
599萬
33.2萬
+0.9%
70.8萬

註:#代表增長年率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9月13-17日)

日期
13

14

15

16

17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德國
英國
美國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歐盟
美國

英國
歐盟
美國

香港時間
3:00PM
4:30PM
8:30PM
6:00PM
4:30PM
4:30PM
8:30PM
9:15PM
9:15PM
9:30AM
6:00PM
8:30PM
8:30PM

10:00PM
4:30PM
6:00PM

10:00PM

報告
八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九月份失業率
八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七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八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八月份生產物價指數(輸出)#
八月份入口物價指數(減除能源)

八月份工業生產
八月份設備使用率
八月份失業率

七月份歐元區貨物貿易盈餘(歐元)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八月份零售額
七月份商業存貨
八月份零售額#

八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九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結果
+12.3%
4.6%
+0.3%
+7.7%
+3.0%
+5.9%
-0.1%
+0.4%
76.4
4.5%
207億
33.2萬
+0.7%
+0.5%
-0.8%
+3.0%
71.0

上次
+11.3%
4.8%
+0.5%
+9.7%
+2.1%
+5.1%
+0.1%
+0.8%
76.2
4.6%
181億
31.2萬
-1.8%
+0.9%
+1.5%
+2.2%
70.3

R

R
R

R
R
R
R

美元在上周後段顯著走穩，好於預
期的美國零售銷售數據增強了對美國
經濟增長及提前收緊貨幣政策的押
注；美元指數周五觸及93.22，為8月
第三周以來最高。上周四公布數據顯
示，美國8月零售額意外增長，環比
增幅為 0.7%，儘管預期為下降

0.8%。隨後，有關美聯儲今年縮減量
化寬鬆的臆測升溫。本周將迎來超級
央行周，美聯儲、日本、英國、瑞士
等國央行將舉行貨幣政策會議；重要
數據則包括法國、德國、歐元區、英
國、美國9月PMI數據。
隨着美元指數上周顯著上揚，技術

圖表見MACD指標亦明顯上破訊號
線，估計美元指數續有上揚傾向，上
望目標將先會參考8月高位93.73以至

100周平均線94.40，進一步指向95水
平。另外，亦要留意美指自五月以來
的升勢形成一上升趨向線，在本月初
正剛好觸及而未有跌破，目前趨向線
位於92.30水平，將視為當前一個關
鍵支撐，需慎防若後市出現破位將見
美元扭轉近幾個月的升勢，以這段期
間的累計漲幅計算，50%及61.8%的
回調水平為91.60及91.10水平。

金價短期續下探
倫敦黃金方面，金價上周四顯

著挫跌，主因強勁的美國零售銷
售數據提振了美元，圖表見金價
上周已告跌破1,780美元，此區為
近月以來一直險守住的重要底
部，但最終在上周失陷，最低曾
觸及1,744.3美元；同時，隨着10
天平均線已跌破25天平均線，亦

示意着金價中短期仍會有繼續下試的
壓力。若以8月9日以來的累計漲幅
計算，61.8%的回調幅度為1,741美
元。預料延伸較大支持在1,722以至
1,700美元關口。上方阻力回看1,768
及1,780水平，較大阻力預估為50天
平均線1,796美元。
倫敦白銀方面，銀價在本月持續受

壓於六月以來的下降趨向線，原先已
見醞釀下跌壓力，至上周終告挫跌，
最低觸及22.31美元，初步已下破8月
低位22.50，倘若本周仍居於此區之
下，預枓銀價沽壓亦隨之加劇，下一
關鍵支持看至21.87美元以至20美元
關口。至於向上阻力先看10天平均線
23.75，關鍵將指繼續留意下降趨向線
目前位置24.31美元，後市需回返此
指標之上，才有望銀價扭轉自六月以
來的跌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