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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產業資金投資與企業合併不停
歇，據統計2021年，創投資金在生命科學
項目的數量與金額達新高470億美元，
2022年迄今企業併購案已達177億美元。
儘管第三季全球市場仍受9月美國又加息
影響波動，但生物科技產業為剛性需求，
各國於疫情後不得不持續投入資金發展的
一塊領域，因此產業前景看俏，建議持續
定期定額布局。
富蘭克林華美生技基金經理人劉翠玲表
示，在總體經濟與貨幣政策所籠罩的烏雲
底下，股市波動將再度放大。但個別產
業，可以看到生物科技醫療產業不斷有新
的消息傳出，除了研發資金投入創高，受
制於疫情影響的企業併購案，2022年上半
年已達177億美元，超越前兩年的水平。
劉翠玲進一步分析，醫療保健產業中醫
療通路與服務、製藥等防禦性領域，有望
再次吸引資金進駐；生物科技族群持續受
惠臨床數據成功解盲、藥證獲批與併購等
相關題材，持續展現其創新趨勢與剛性需
求特性，後勢仍可期待。

創投資金和企業合併案續發酵
目前除NBI指數長期投資價值浮現，生
物科技類股多頭因素仍在，劉翠玲分析，
主要因為創投資金和企業合併案持續發
酵；生物科技產業在2020年至2022上半
年平均併購金額明顯低於過往7年平均上
半年併購金額43億，但隨Covid-19新冠
疫情退燒，遞延併購案已陸續出現，推升
全年度企業併購案總金額，截至7月止，
全球大型生醫企業合併案例規模已高達
177億美元，更勝過去兩年表現狀況。
再者，劉翠玲指出，經過了這兩年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生物科技醫療產業
已成為各國政府重視，且不得不發展的常
態性產業就如軍備競賽一般；我們研究團
隊看到2021年創投資金在生命科學項目的
數量與金額達新高，成交總金額可達470
億美元以上，相較前兩年347億與229億
美元又高出許多。
此外，2021年製藥研發金額達1,330億
美元，年成長率達+7.5%，產業資金投入
不停歇，推動研發進展。展望第四季，生
物科技醫療類股一直是剛性需求支撐，無
論景氣循環，醫療服務與生技製藥類終究
被市場龐大需求追，前景看俏；因此，
建議不妨透過「金循環」投資法，利用生
物科技股票基金搭配AI新科技基金定期定
額，做中長期投資規劃。

內地機床發展 「瓶頸」亟須破解

當天的發布會上，王衛明還介紹，
十多年來，工信部以國防軍工和

國民經濟重大需求為引領，以「高檔數
控機床與基礎製造裝備」國家科技重大
專項為抓手，組織開展創新攻關和推廣
應用，持續補齊產業鏈供應鏈短板，

力解決「卡脖子」問題，培育壯大優質
企業。目前行業已形成完整的產業體
系，為內地國防安全和製造強國建設提
供了有力支撐。
通俗來講，工業母機就是製造機器的

機器，我們通常稱之為機床，同時也用

來生產機床本身。按照使用用途，機床
一般分為金屬切削機床、鍛壓機床和木
工機床等。

設計與技術水平仍存差距
當前，雖然內地工業母機行業整體已

處於世界第二梯隊，但是仍然和第一梯
隊有較大的差距。其中，設計和技術水
平等正是內地工業母機和第一梯隊的差
距所在。事實上，內地機床設備也正逐
步從傳統普通機床向高端數控機床過
渡，但機床數控化程度與海外發達國家
仍有較大差距。究其原因，在核心技術
上仍面臨「卡脖子」問題，至少落後於
技術領先者十年。與此同時，不管是在
上游設計、製造端，還是在下游應用
端，都嚴重依賴進口。因此，破局「卡
脖子」仍是內地工業母機發展的關鍵所
在。
為此，相關政策也給予了大力支持。

《中國製造 2025 規劃》中提到，到
2025年，內地高檔數控機床與基礎製造
裝備國內市場佔有率目標將超過80%，

高檔數控機床與基礎製造裝備總體進入
世界強國行列。與此同時，有機構預
測，內地目前已成為全球最大機床生產
國和消費國，預計2024年國內市場規
模將超過5,700億元。

政策利未來實現更大發展
據清暉智庫統計，一個工業母機的建

設需要投入大約數億元的資金，預計可
以拉動上下游近百億元的市場規模，在
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建設中極為
重要。我認為，在政策利好不斷的背景
下，內地工業母機行業未來有望實現更
大的發展，進而形成一大批具有全球市
場影響力的知名品牌。
事實上，目前內地已出現包括創世

紀、國盛智科、科德數控、浙海德曼、
海天精工在內的十餘家主機廠上市公
司，具有相當強的市場競爭優勢，但在
穩定性方面與國外發達國家廠商還存在
差距。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著有《強國提

速》。

工業母機被譽為工業皇冠，它是比芯

片更重要的產業，不但是一個國家整個

工業體系的基石和搖籃，也是其製造業

水平高低的象徵，可見它在經濟社會建

設中的重要性。2022年9月6日，工信

部舉行「大力發展高端裝備製造業」發布

會。在這次發布會上，工信部裝備工業一司

司長王衛明表示，目前內地工業母機行業整

體已處於世界第二梯隊，下一步，工信部將

會同有關部門繼續做好工業母機行業頂層設

計，統籌產業、財稅、金融等各項政策，推

動工業母機行業高質量發展。

美元續呈回吐 關注通脹數據表現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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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上周先衝高後回落，兌日圓、歐元和英鎊均
創出多年高位，美元指數創20年高點。美聯儲多位
決策者相繼發表鷹派言論，9月加息75個基點幾成
定局。市場消化了聯儲鷹派言論後，美元上周五對
近期飆升勢頭稍做修正。但美聯儲積極加息前景和
對美債收益率上升的預期、美國近期經濟數據好於
預期以及全球經濟低迷，預料仍是避險美元後市上
漲的動力。
至於歐洲正要應對能源供應危機，又要面臨經

濟衰退風險，為了抑制不斷上漲的高通脹，歐洲央
行上周四仍史無前例地加息75個基點，並明確加息
還沒結束，這令歐元兌美元得以喘穩，重返平價關
口之上。日本央行仍堅守鴿派，打壓日圓上周創24
年低點，日本政府官員頻頻警告當局或出手干預。
本周將有多國公布CPI數據，料將備受市場矚目；
由於英國女王伊利沙伯二世逝世，原定在周四的英

國利率決議，將會推遲一周至9月22日公布。

歐元兌美元尚未脫弱勢
歐元兌美元走勢，技術圖表所見，RSI及隨機指
數均已進入超買區域，而匯價雖然近日顯著回升，
但暫見仍受壓於延伸自今年3月的下降趨向線阻力
1.02水平之下，故暫見歐元尚未擺脫弱勢。較大阻
力料為100天平均線1.0350及1.05水平。至於支撐
位將回看25天平均線1.0060及0.9860，下一級指向
0.98水平。
而在中長線而言，歐元兌美元整體仍會延續下跌

趨向，由2017年至2021今，從月線圖表看出匯價
走出一組雙頂形態，頸線位置為2020低位1.0635，
其後升至 2021年 1月高位 1.2349，累升 1,714 點
子，視作技術後抽，故在今年年中明確跌破後，延
伸下試目標則為0.8920水平。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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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招商局集團150周年華誕，作為扎根香
港的大型企業集團中的一員，招商永隆銀

行積極踐行「逐夢擔當」，為香港社會「同心
同行」貢獻應有力量。近日，招商永隆銀行綜
合管理總裁兼人力資源部總經理黃榮震、辦公
室主任房連升帶隊到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拜
訪了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服務總監（家庭及社
區）謝素虹，並代表招商永隆銀行贈送了同事
們踴躍參與和行方共同捐贈的3,000個「招商永
隆」愛心月餅，透過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轄下
的服務單位送贈予主要居住在東九龍區的有需
要人士，包括長者、低收入家庭及殘疾人士
等。
今年的「招商永隆」愛心月餅繼續委託香港

社會企業——銀杏館特別訂製，由其長者員工
負責包裝，並貼上印有該行名字的低糖蛋黃白
蓮蓉月餅，健康暖心。參與工作的銀杏館長者
員工表示，活動支持他們繼續就業，發揮本身
才能，非常高興。
捐贈當日，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還邀請了兩

位受惠者代表中心接受月餅捐贈，一同分享中
秋喜悅，該行除了送贈「招商永隆」愛心月餅
外，亦向受惠者送贈了中秋福袋，內有該行吉
祥物「小隆」及「小祿」雙面手撥扇、環保
袋、保溫瓶和手提風扇，及印有該行企業品牌
標誌的口罩套和利是封等等。

東井圓林東慈善基金日前於觀塘翠屏道
三號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一樓禮堂舉行
「慶回歸25周年之人間有情賀中秋匯
演」。活動由東井圓林東慈善基金首席副
主席暨美燕、首席顧問梁智鴻聯同香港醫
療健康學會主席馬正興、香港教育行政學
會永遠榮譽會長李少鶴、東井圓林東慈善
基金名譽顧問麥謝巧玲、亞太國際非物質
文化遺產委員會（香港、澳門分會）會長
吳潔雯、大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何主
平等主禮。
當天的義演團體有一群熱心義工及麗霞

文化團，輕歌妙舞令人賞心悅目。該會得
到善心人捐贈福米券及福袋物資，匯演後
派發福袋，到塲大約200位觀塘區的長者
及街坊都幸福滿滿，盡興而歸。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日前舉行一年一度的迎國慶、賀中
秋，中秋佳節派發月餅活動，為長者們送上雙節祝福，祝福
祖國平安，祝福廣大會員們康安喜樂。
出席活動的有該會主席陳榮助，常務副主席劉正慶、李和
協、陳華亮，副主席柯達權、邱昆源，常務董事王玉笛、許
文偉、呂建洲、鄭國棟，董事蔡銘博、蘇文玲、李偉杰、陳

雪美、蔡麗娥、梁聯燕、黃曼霞及一眾義工，代表該會贈送
月餅，派發福袋、餅干及防疫用品予長者，共派出180份，
與大家共度中秋佳節。因疫情關係而疏於見面的長者們，久
別重逢，彼此都喜出望外，慶幸大家都安然無恙，紛紛合照
留念，聊表開心、喜慶心意，共享節日歡喜。
陳榮助致辭中感謝長者會員們12年來的互相支持與關

愛，祝賀大家節日愉快、身體建康、
家庭幸福，並呼籲大家注意防疫，保
重身體。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在創會會長

陳守仁、永遠榮譽會長駱志鴻、會長
蘇千墅（已故）及主席陳榮助等善長
們的領導下，澤心仁厚、出錢出力、
無私奉獻、為善最樂。已連續12年舉
辦派贈月餅活動，是該會眾多慈善項
目中的善舉之一，讓長者們老有所
依，充實愉快。

香港文昌社團聯會（香港文昌同鄉會）會長符文靜一
直積極弘揚尊老、敬老、愛老的中華民族優傳統美德，
同時，為激勵考取香港八大院校的文昌籍品學兼優學子
不斷奮發進取，激發更多的學子發奮讀書、立志成才，
服務香港、報效祖國，開展 2022「敬老．助學．慶中
秋」活動。
符文靜致辭表示：「中秋節是中華民族重要的傳統節
日，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承載人們對團圓和
睦、美好生活的願景。以『家』為核心的團圓意識，也
正是本會一直堅持的理念。很高興在這個象徵團圓的佳
節與大家一起歡慶中秋。」
她非常感謝會員鄉親義工對該會一如既往的關心與支
持。該會成立十年來，在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下，在全
體會員的共同努力下，會務蒸蒸日上，影響力與凝聚力
日益提升，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認可。她
自己也不負眾望，堅守創會會長的辦會宗旨，用實際行
動帶領大家不斷前行，帶領該會成為鞏固愛國愛港、促
進人心回歸的中堅力量。
最後，符文靜感謝所有會員、義工、文昌鄉親長期以

來為會務、為香港作出的積極貢獻，並致以中秋節日親
切問候和美好祝願。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舉辦中秋國慶活動 東井圓林東慈善基金舉行
「慶回歸25周年之人間有情賀中秋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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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永隆銀行開展
「基層獻溫暖、社企助老」活動

招商永隆銀行植根香港近90載，秉

承「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理念，

持續踐行企業社會責任，尤其在近年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的情況下，一直致

力扶助基層。日前，招商永隆銀行連

續第三年舉辦「基層獻溫暖、社企助

老」月餅捐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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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中秋為會員們發放代表團圓的月餅，是香港文昌
社團聯會（香港文昌同鄉會）一直以來的傳統，是符文靜
對大家的親切關懷。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舉辦中秋國慶活動。

◆東井圓林東慈善基金舉行「慶回歸25周年之人間有
情賀中秋匯演」。

◆◆ 招商永隆銀行贈送兩招商永隆銀行贈送兩
位受惠者位受惠者「「招商永隆招商永隆」」
月餅及中秋福袋月餅及中秋福袋。。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 9月 13 - 1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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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9月份失業率
8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7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8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8月份生產物價指數(輸出)#
8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8月份失業率
8月份貿易盈餘(日圓)
7月份歐元區貨物貿易赤字 (歐元)
8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8月份零售額
8月份入口物價指數(減除能源)
8月份工業生產
8月份設備使用率
7月份商業存貨
8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8月份零售額#
9月份密歇根大學消費物價指數

-
-

- 0.1%
-

+ 10.1%
+ 17.1%
- 0.1%

-
-
-
-

22.2 萬
0.0%
-

0.0%
80.3

+ 0.6%
-
-

60.0

+ 7.5%
3.8%
0.0%
+ 2.4%
+ 10.1%
+ 17.1%
- 0.5%
3.4%

1.437 萬億
246 億
+ 19.5%
22.2 萬
0.0%
- 0.5%
+ 0.6%
80.3

+ 1.4%
+ 8.9%
- 3.4%
58.2

註： #代表增長年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