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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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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NFIB小企業信心指數‧前值89.50
第二季非農單位勞工成本初值‧預測+9.0%‧前值+12.6%
第二季非農生產率初值‧預測-4.6%‧前值-7.3%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268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上試1,800美元水平。

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 日圓回軟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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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自動駕駛獲首批示範運營資格
重慶、武漢兩地政府部門日前率先發布自動駕駛全無人

商業化試點政策，並向百度（9888.HK）發放內地首批無

人化示範運營資格，允許車內無安全員的自動駕駛車輛在社會道

路上開展商業化服務。另外，國家交通運輸部昨就《自動駕駛汽

車運輸安全服務指南(試行)》公開徵求意見，鼓勵在條件相對可控

的場景下，使用自動駕駛汽車從事出租汽車客運經營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百度昨公布，獲重慶、武漢兩地政
府發放自動駕駛全無人商業運營

牌照後，旗下「蘿蔔快跑」將於重
慶、武漢開啟車內無安全員的自動駕
駛付費出行服務，同時將通過單車智
能、監控冗餘、平行駕駛和安全運營
管理體系等多重措施，保障無人駕駛
車輛在道路上的安全運行能力，全力
確保乘客出行安全。
根據政策要求，申請自動駕駛汽車
無人化商業運營，需要經歷主駕有安

全員、車內無安全員等階段的道路測
試。目前為止，百度自動駕駛測試總
里程超過3,200萬公里。

「蘿蔔快跑」自動駕駛訂單逾百萬
蘿蔔快跑已在北京、上海、廣州、
深圳等城市開展自動駕駛出行服務，
訂單量超100萬。
另外，由百度發起成立、並由吉利
戰略投資的汽車品牌集度汽車，首款
汽車機器人量產車型的限定版即將發

布，並將同步開啟預訂，料明年下半
年正式交付，首家品牌體驗中心年內
將在上海開業，首批門店計劃於明年
進軍內地46個城市，初步完成銷售網
絡的全國布局。集度汽車CEO夏一平
表示，集度2028年將具備全年交付80
萬台汽車機器人的能力，又預告第二
款車型的外觀設計將在今年底的廣州
車展亮相，預計於2024年開始交付。
集度今年1月稱已完成近4億美元的

A輪融資，由百度和吉利共同增持。
最新有外媒報道指，集度汽車正在考
慮籌資3億至4億美元。

傳集度汽車擬籌資逾3億美元
消息人士稱，集度汽車正在探詢潛

在投資者的意向，本輪籌資對公司的
估值可能為35億美元左右。
百度昨隨大市回落，收報135.3元，

跌1.81%。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鼓勵發展汽車產
業，多地推出購車優惠，內地企業掀
起跨界造車潮。繼華為、百度、恒大
等企業紛紛投身新能源車和智能汽車
產業之後，再有企業躋身其中。據第
一財經報道，海爾正在籌劃造車，進
入整車領域，推出自有品牌的汽車產

品，現正在籌劃階段。
報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海爾造車

將採用代工的模式。其實，海爾集團
旗下的海爾資本幾年前就參與投資了
多家智能網聯汽車服務商，包括博泰
車聯網、汽車零部件製造商彤明高科
等企業。海爾在2021年與上汽集團、

吉利汽車等車企簽訂合作戰略協議，
通過旗下工業互聯網平台賦能連接汽
車製造相關企業，把車和家兩個生活
應用場景智能連接，實現萬物互聯。

家電企紛紛進軍汽車領域
事實上，美的、海信、格力、創

維、索尼等家電企業均已在汽車領域
有所布局。格力、創維選擇進入了整
車領域。業內認為，雖然家電企業在
銷售渠道等方面具有資源優勢，但家
電行業的製造經驗很難在汽車業複
製。汽車行業門檻較高，需要大量的
資金投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 近日美團單車宣布漲價，共享單車
騎行的日租費用按照天數不同，上調幅度
從20%至50%不等。美團的解釋是原材料
價格上漲。據悉，今年第一季度自行車上
游原材料價格同比上漲超10%，下游企業
不堪壓力只能提價。今年以來，另一家共
享單車巨頭哈囉單車也漲過價。
據美團單車公告顯示，8月10日起將上

調暢騎卡的原價。其中，7天無折扣暢騎
卡由 10 元調整至 15 元（人民幣，下
同）；30天無折扣暢騎卡由25元調整至
35元；90天無折扣暢騎卡由75元調整至
90元。實際上，現在美團單車的騎行價
格已經不那麼便宜了，據美團App上的單
車計價規則顯示，騎行費起步價15分鐘
1.5元，時長費1元/15分鐘，意味着騎行
16分鐘就要支付2.5元，騎行1小時則要
4.5元。而上海目前多數公交車的價格是2
元，且還帶有空調。

騎行價格貴過坐公交車
美團表示，漲價是由於硬件和維護成本
的增加。據中國自行車協會發布的最新數
據顯示，今年一季度自行車上游原材料價
格同比上漲逾10%，自行車、電動自行車
行業正面臨生產成本上升較快等困難。自
行車組成的原料包括鋼、鋁、銅、塑料、
橡膠等，據《華夏時報》報道，近兩年包
括金屬材料、塑膠的漲幅在15%至20%，
鋁錠漲幅高達80%，而鋁又是自行車的核
心材料。
美團單車也並非首先漲價格，今年1

月，哈囉單車率先將上海的騎行套餐7天
卡漲至15元，30天卡漲至35元。此外，
瀋陽、長沙、佛山、綿陽、珠海等多地單
次騎行也已漲價。

消費者：屢加價或因客源趨穩
不少消費者對騎行價格上漲頗有意見，

葉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共享單車
剛問世是免費騎，後來0.5元一小時，再
後來1元一小時，現在甚至要超過4元一
小時，漲得有點快有點多啊。」還有網友
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共享單車以前燒錢搶
用戶，現在市場份額較為固定，用戶亦累
積了，所以才會大膽漲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 A股大盤昨日走勢分化，截至收市，
滬綜指報3,236點，漲9點或0.31%；深成
指報12,302點，漲32點或0.27%；創業板
指報2,675點，跌7點或0.29%。
兩市共成交 9,526 億元（人民幣，下

同），北向資金淨賣出10億元。電機、汽

車零部件板塊大幅跑贏拉升4%，汽車零部
件板塊中近20隻個股漲停。

旅遊酒店板塊跌1%
煤炭、光伏、有色金屬、風電設備等板

塊也漲超2%。跌幅榜上，半導體板塊領
跌，因多地新增確診病例，旅遊業料受牽

累，航空機場、旅遊酒店板塊亦跌近1%。

逾八成內地股民看好後市
另據瑞銀最新的投資者情緒調查，從全

球來看，面對通脹和地緣政治擔憂，投資
者樂觀情緒有所減弱，近四分之三投資者
擔心，在當前環境下作出錯誤的投資決

定，因此偏好持有現金。但有81%的內地
投資者對未來12個月當地經濟表示樂觀，
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的51%。82%內地投資
者對未來6個月的股市充滿信心，而全球
平均水平為50%，亞太地區為60%。目
前，內地投資者最看好當地市場，涵蓋能
源安全和5G等較長期投資主題。

▶ 蘿蔔快跑已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開展自動駕駛出行服務，訂單
量超100萬。 資料圖片

政策利好汽車產業 傳海爾擬「跨界造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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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走勢各異 汽車零件股飆4%

美元周一走軟，回吐上周五美國
就業數據帶來的部分漲幅。上周公
布的美國就業數據高於預期，推動
美元兌主要貨幣走強。市場人士認
為該數據表明，美國聯邦儲備理事
會(FED)可能會更積極地提高利率
以應對通脹。然而，這走勢在周一
未有延續，美元指數稍微回落至
106.50水平下方，上周五曾觸高至
106.93。受加息前景推動，美元指
數今年迄今已上漲了11%以上。美
聯儲理事鮑曼(Michelle Bowman)上
周六表示，美聯儲應該考慮在未來
的會議中多次加息75個基點，以
便將高通脹率重新降至央行的目
標。美國利率期貨反映美聯儲在9

月21日下一次政策決定中繼續保
持75個基點加息步伐的可能性為
70.5%，高於上周五非農數據公布
之前的大約41%。來到本周，市場
將關注分別於周三及周四公布的美
國7月CPI及PPI數據。
美元兌日圓走勢，隨着匯價上周

反彈，圖表見RSI及隨機指數亦已
自超賣區域回升，短線或見美元兌
日圓先作喘穩。當前阻力位預估在
25天平均線136.10水平，下一級
看至137以至137.50水平。

美元兌日圓支持位料於134.4
然而，亦要留意技術圖表亦見

10天平均線已經跌破 25天平均
線，匯價亦已跌破了延伸自5月的
上升趨向線，故此若接下來的反彈

未有返回至25天平均線之上，美
元兌日圓中期而言仍會呈下跌走
向。
較近支持料為134.40及132.80，
而匯價上周曾止步於100天平均線
之上，目前該指標處於130.70，估
計連同130關口將是後市關鍵的支
撐區域。
美元兌瑞郎走勢，技術圖表可見

RSI及隨機指數正處走高形態，
MACD 指標更接近上跌破訊號
線，預料美元兌瑞郎短線或見回穩
傾向。當前阻力位將回看25天平

均線0.9670水平，近日的反彈暫見
止步於此區，故若可明確作出突
破，可望美元兌瑞郎開展反彈行
情，延伸上試目標看至0.9750以至
7月未能上破的0.99關口。

瑞郎阻力位料於0.9670
反觀向下將繼續會關注0.9450至

0.95這支撐區域，此前在5月、6
月均可守住，至上周初亦一度探試
但尚可險守着，若然後市意外失
守，較大支持將看至200天平線
0.9420以至250天平均線0.9380。

◆滬指昨收報3,236點，漲9點或0.31%。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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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投信表示，美國 7 月份
ISM服務業升至三個月來高

點，優於經濟學家預期，加上最新
公布之非農就業數據也遠高於市場
預期，顯示美國經濟基本面仍正
向，但也強化了市場對美聯儲後續
升息的預期，市場情緒指標－美
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單周走升18
個基點來到2.83%的近來相對高

點。觀察全球主要債券資產，包括
政府公債與投資級債等上周大都收
跌，風險取向較強的非投資級債與
可轉債則走揚，其中又以可轉債為
債券資產中表現較為亮眼者。

市場續波動宜避險
在債市投資上，包括通脹狀況、

美聯儲後續升息動作以及經濟展望

等因素短期內仍將持續影響市場，
包括股債市可能仍有一定程度波
動，故在投資時建議除追求息收
外，也應重視資本的保護，兼顧流
動性與正報酬、尋找市場的投資機
會，同時致力降低來自利率、信用
與流動性等風險。
觀察主要債券資產，美國非投資

級債近期利差擴大，整體債券收益

率上升，由去年底的4.3%來到近
期的8.5%左右。

聚焦短存續期債券
在基本面上，美國公司近年來多

願意將現金用於償債以利營運穩
定、資產負債表穩健，而違約率預
計在2023年底或可能微幅上升，
但仍會在2%以下，遠低於長期平
均的4%，債信狀況良好，若在投
資時進一步聚焦存續期較短的短年
期債券，也有望進一步降低債券到
期前受到利率震盪或走升帶來的波
動，在追求收益的同時，也嚴控波
動與各式風險。 （節錄）

資金持續流入 債市動能轉佳
美聯儲官員重申對抑制物價的決心，市場持續衡量未來升息政策，而美國

最新經濟數據正向帶來正面情緒，帶動信用債利差收斂。根據美銀引述EPFR

統計顯示，上周三大債市資金皆呈淨流入，其中非投資級債連續2周迎來淨流

入，投資級債與新興市場債則是由負轉正，動能有所轉佳。 ◆安聯投信

美元兌加元上周初持穩1.2765連日反彈，上周尾
段曾向上逼近1.2985水平逾兩周高位，本周初偏
軟，一度回落至1.2850水平。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
公布7月份減少3.06萬個就業職位，就業人數連續
兩個月下跌，失業率則連續兩個月保持在4.9%的
紀錄低點。不過美國同日公布7月份非農就業人數
急增52.8萬人，連帶6月份的新增職位亦上修至
39.8萬人，數據增加市場對美國聯儲局9月21日會
議將至少加息半厘的預期，美元指數迅速向上觸及
106.93 水平 1周高點，美元兌加元擴大升幅至
1.2985水平。
另一方面，加拿大上周四公布的外貿數據顯示，
6月份出口值按月攀升2%，連續6個月呈現月度增
長，而加拿大6月份向美國的出口值仍高佔加拿大
6月份總出口值約76%，反映加拿大出口依然高度
依賴美國市場，而美國7月份非農就業的強勁表
現，將對加拿大經濟構成正面影響。市場等候美國
本周三公布7月份通脹數據之際，美元指數本周初
未能延續上周五的反彈走勢，支持加元本周初掉頭
反彈，預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2680水平。

金價料反覆上行
上周五紐約12月期金收報1,791.20美元，較上日
下跌15.7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五守穩1,765美元水
平反彈，本周初進一步重上1,786美元水平。美國
7月份非農數據強勁，增加市場對美聯儲進一步收
緊政策的預期，不過美元指數過去1周多均未能衝
破位於106.80至107.00之間的阻力位，抑制金價跌
幅。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上試1,80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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