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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八月份耐用品訂單
八月份零售額 #

九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九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九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九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八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八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 (修訂)
八月份建築開支

九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 0.6%

-
114.4
-
-
-
-
-

+ 6.7%
+ 0.4%
71.0

上次
- 0.1%
- 3.1%
113.8
117.5
- 5.3
13.7

+ 15.0%
7.6%
+ 6.6%
+ 0.3%
71.0

歐美升息預期升溫 金價承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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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鎮的形成主要有三種，第
一種是自然形成的特色小鎮，

通常會以旅遊業為主，例如內地鳳
凰古城、江西婺源；第二種是通過
宣傳形成的特色小鎮，例如前些年
因娛樂節目而出了名頭的雪鄉；第
三種則是由政府為了經濟發展，打
造的具有政策性的特色小鎮，例如
常州的石墨烯小鎮、徐州的沙集電
商小鎮。

特色小鎮以「特」為貴
自然形成的小鎮，往往會有一些

獨到的自然資源，包括風景、生
態、農產品，其主要客戶群體為遊
客，發展的是旅遊業，提供的服務
是體驗式服務。政策性或產業型小
鎮，通常不會有太多的趣味性，因

為這類小鎮就是一個全方面的產
業園區，並為裏面的員工提供完
善的衣食住行等服務。
產業性質的特色小鎮也就是產

業集群，這種特色小鎮的布局就
要靠政府來認真調研、規劃。這類
特色小鎮往往是以科技產業園、產
業孵化園、加速器為主，集中發展
某一行業，發展以產業為中心的貿
易、會議、科研、金融、投資等方
面的服務。在A股，甚至還專門形
成了特色小鎮概念股，例如南國置
業、萊茵體育、美好置業、龍建股
份、濱江集團、華僑城、華夏幸福
等。與此同時，有一部分特色小鎮
也會對外進行展示，但展示的往往
是以科教文衞為主，所謂的科是指
產業科研基地，教是指人才培訓機
構，文是指產業成果展示中心，衞
是指員工醫療中心等機構。

關注A股相關概念股
這類小鎮能夠吸引同行業機構入

駐，以增強整體產業園區的競爭能
力，有助於各個產業的發展。這個
特色的含義，更多的意味在於專
一、集中、重點，各個省份都可以
開闢同樣的產業特色小鎮，只要其
物流、人才、資金充足即可。只要
同類特色產業不要過於氾濫，對內
地各產業的發展還是有很大好處
的。
但問題在於如果某一產業被市場

逐漸淘汰，那麼這個小鎮基本上就
沒戲了，因為其體量太大難以轉
型。簡單來說，對我們而言已經古
老的磁帶、BP機、VCD機、1.44
吋軟盤，不少研發、生產廠家已經
不知所終。
一家企業在危機關頭都難以轉

型，更何況一堆企業，因此這類特
色小鎮既是「搖錢樹」，也是一個
「定時炸彈」。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著

有《床頭經濟學》。本欄逢周一刊
出

北向理財下月通 中行推拳頭產品
繼債券通南向通上周五開車後，跨境理財通下月10日亦將正式交易。香港的

銀行早前已紛紛公布了眾多理財產品，部分港銀更準備了逾百款南向通產品供

大灣區的內地投資者選擇，但大灣區內的內資銀行相對低調。香港文匯報記者

日前走訪中行、工行等國有銀行，他們透露推出理財通產品主要覆蓋貨幣類、

固收類、混合類、權益類等基金產品，其中中行首批北向通理財產品擬精選上

線合作理財公司的拳頭產品，涵蓋固定收益類和「固收+」。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美元上周大致走穩，並錄得連續
第三周上漲，陷入困境的中國房地
產開發商恆大的不確定性支撐了對
美元的避險需求。中國恒大集團負
債3,050億美元，目前現金短缺，
支付8,350萬美元債券利息的最後
期限已過；引發投資者擔憂。在政
府向金融體系注入新資金，以及恒
大集團宣布將支付在岸債券利息
後，市場風險情緒得到提振，美元
在周四一度挫跌，但於周五已收復
大半跌幅。此外，美聯儲緊縮政策
的路徑亦給予美元支撐。克利夫蘭
聯邦儲備銀行總裁梅斯特表示，若
就業市場如預期繼續改善，美聯儲
應在 11月開始減少對經濟的支
持，並可能在明年年底前開始升
息。
倫敦黃金方面，金價延續着月初

以來拾級下行的走勢，縱然上周早
段一度反撲，但見受限於25天平
均線後則再創低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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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價或下試1688美元
當前支持料先看1,720及 1,700

關口。若以去年3月低位1451美元
至去年8月高位2,072.50美元的累
計幅計算，61.8%的回吐位將為
1,688美元。下一矚目位置則為今
年三月分別在月初及月尾分別下探
的1,675水平，結果其時在沒有破
位下在之後引伸逾240美元的漲
幅，故需留意若後市此區失守，或
將迎來新一波較大型的跌勢。至於
上方阻力將回看1,758及1,780，較
大阻力預估為50天平均線1,790美
元。

深圳中行有關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中行正在積極布局「跨境理財

通」業務開辦，目前已蓄勢待發。根據境內監
管規定，理財通北向通投資產品範圍包括評級
為「R1」至「R3」風險等級的內地理財公司公
募理財產品及公募基金。中行將秉持優中優選
的原則，精選合作公司和產品，提供豐富、完
整的產品體系。

中行：優中優選提供豐富產品
中行首批北向通理財產品擬精選上線其合作
理財公司的拳頭產品，產品類型涵蓋固定收益
類和「固收+」，產品期限覆蓋每日、每周、每
月、每季度至3年期內的各主要期限，滿足客
戶差異化、個性化需求。針對長期限理財產
品，還可以享受產品認申購費用的優惠。
基金產品則涵蓋貨幣基金、「固收+」基金、
偏股基金等，產品品類豐富，滿足客戶多樣化
需求，同時所入選產品的基金管理人均具備較
強的影響力和投研實力。
深圳中行有關人士還表示，中行將支持通過

線上、線下多渠道開通跨境理財通簽約、跨境
匯款、投資產品申贖等多項功能；在風險管控
上，將嚴格執行監管投資額度、資金閉環管理

的要求；在投資者權益保護上，將與港澳合作
銀行加強信息互通和聯動協作，嚴格按照境內
外監管要求共同做好投資者權益保護。

建行：提供多元跨境金融服務
深圳建行有關人士亦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目前建行已做好了系統建設、人員配置、
網點培訓、投資者保護等方面的準備，全力確
保跨境理財通順利落地。按照監管部門的統籌
安排，建行將根據客戶需要，提供風險收益適
配的理財產品，滿足大灣區居民跨境理財需
求。依賴發揮建行集團整體優勢，建行將在財
富管理、住房租賃、銀髮養老、普惠金融等方
面為大灣區居民的創業就業、跨境養老提供多
元化的金融服務。

工行：整合優勢實現雙向理財
深圳工行有關人士表示，該行前期積極參與

理財通細則徵求意見反饋和系統測試，將按照
細則要求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將充分發揮灣區
境內外一體化服務優勢，組織粵深港澳機構提
前準備制度規程、系統研發、產品設計、風險
防控、投資者保護等工作，將嚴格遵循政策要
求，按照「專戶管理、資金閉環、用途可控、

手續便捷」思路，整合集團經營優勢，創新建
立跨境理財服務機制，支持大灣區居民通過工
行灣區機構一體化服務，實現客戶雙向跨境購
買金融理財產品。截至目前，工商銀行在大灣
區擁有1,200多家服務網點，配備超3萬名專業
服務人員，為大灣區個人客戶提供專業全面的
金融服務。

農行：建完備投資者保護機制
此外，農業銀行有關負責人表示，農行嚴格

按照監管要求，搭建完善的業務操作系統，建
立完備的業務制度及投資者保護機制，全力保
證「跨境理財通」業務順利落地及開展。

內地理財產品回報一覽
產品名稱

博時絲路主題股票A

博時國企改革主題股票

博時工業4.0主題股票

博時裕益混合

博時產業新動力混合A

博時新策略混合A

博時歲歲增利定開債

博時月月薪債券

博時裕泰純債債券

博時現金寶貨幣A

博時天天增利貨幣A

博時現金收益貨幣A

註：*為今年年化回報率 製表：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昌鴻

基金類型

股票

股票

股票

混合

混合

混合

債券

債券

債券

貨幣

貨幣

貨幣

近一年回報率

46.95%

1.48%

20.80%

33.25%

6.45%

9.05%

3.44%

4.54%

5.19%

2.308%*

2.156%*

2.158%*

成立以來回報率

133.80%

-4.30%

140.40%

242.91%

182.76%

60.13%

57.84%

71.35%

32.61%

24.17%

21.08%

69.51%

風險等級

中高風險

中高風險

中高風險

中高風險

中高風險

中高風險

中低風險

中低風險

中低風險

低

低

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
鴻 深圳報道） 對於理財通北
向通中，香港投資者如何穩健
投資和規避風險時，英大證券
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建議，鑒
於目前全球股市波動加劇，港
人首先適當配置大灣區銀行中
銷售的貨幣基金和債券基金，
從而減少市場投資風險。
他稱，很多香港投資者對內

地市場並不太了解，加上近期
全球市場波動明顯，建議港人
以穩健投資為主，可以配置一
些低風險產品，高風險的股票
基金產品只適合一些專業人
員。港人投資者要選擇比較安
全可行的途徑，可以優先考慮
大的金融機構，並且其運營穩
健。在資產配置方面，建議港
人投資者要分散風險，不要過

度集中在單一品種上，規避投
資風險。最近股市波動比較厲
害，建議港人投資者優先考慮
購買貨幣和債券型基金，偏股
型等基金等美股泡沫破裂後再
作考慮。他稱，最近港股大跌
與美股泡沫有一定關係，與恒
大債務危機也有關係。

南向投資可分散配置
對於跨境理財通南向投資

者，李大霄則建議他們投資香
港市場要保守一些，可以適當
配置一些貨幣和債券基金，如
與通脹掛鈎的產品有一定吸引
力。他認為，內地投資者要慎
重投資股票基金，並且要將投
資資產進行分散配置，避免單
一產品投資比例過大可能帶來
潛藏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
鴻 深圳報道） 儘管跨境理財
通北向通的產品有風險等級R1
至R3的風險提示，但專家建議
香港投資者在購買內地理財產
品時，要注意一些產品風險和
詳細條款，不要盲目亂買或聽
朋友推薦，以避免一些問題和
陷阱。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金融所所長劉國宏表示，因為
跨境理財通畢竟是跨境，香港
投資者對投資標的遠沒有本地
理財產品熟悉，為了避免陷入
陷阱和損失，投資之前要做一
些功課：一是建議選擇一些有
實力的投資主體發行的產品，
這可以防範一些風險；二是建
議投資一些自己能夠看得懂的
產品，確實看不懂，或者說設
計得非常複雜，就代表可能隱
藏一些風險。
他還建議港人要選擇和自己

風險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一些理

財產品。一些理財產品確實收
益會高一些，但是風險會更
大，因為風險和收益是相匹
配，所以港人投資者需謹慎投
資。如果是低風險高收益的產
品，絕大多數就是騙人。

選擇產品宜「量力而為」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

院金融發展與國資國企研究所
研究員余洋亦表示，投資者應
該清醒地認識到即使是風險等
級最低的R1類產品，也是不保
本和不保收益的。投資者應通
過理財產品銷售渠道深入了解
產品的信息，確保產品期限、
投資標的、止盈止損、銷售費
用、管理費用等與預期一致。
以博時基金為例，記者從博

時基金有關人士獲悉，其債券
基金管理費0.30%至 0.70%，
貨幣基金管理費為0.27%，股
票和債券混合類基金管理費為
1.5%。

全球股市波動 內地低風險債券穩健

專家：注意風險防受騙

內地理財產品的風險等級分
有 R1、R2、R3、R4、R5 五
個等級，分別表示謹慎型、穩
健型、平衡型、進取型、激進
型；投資時風險是依次升高
的，不過風險越大收益也越

多。在所有的理財產品中只有 R1 謹慎型保
本，這種理財投資時會選擇低風險的產品；其
它風險等級的理財產品都不保證本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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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深圳分行稱正在積極布局「跨境理財通」業務
開辦，目前已蓄勢待發。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 專家建
議港人首
先適當配
置大灣區
銀行中銷
售的貨幣
基金和債
券基金。

特色小鎮發展關鍵在「專精」
所謂特色小鎮，從內地當前現有的情況來看，就是

要依靠一個或少數幾個特色產業，或者特有的環境因

素，打造具有明確產業定位、帶有城區生活功能的綜

合開發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