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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转折点
过去两个月环球资产市场震荡走势已经令投资者对经济前景转趋悲观，期间亦有

国际投资者表明看淡中国及新兴市场，一般投资者愈来愈忧虑新兴市场，甚至中

国，有可能出现经济硬着陆的情况，负面情绪不断在市场上扩散。不过，若果情况

是可以预期，这样未来情况未必会太差。

第一季通常会比较混乱
实际上在过去几年第一季的资产市场市是比较混乱，因为在上年当资产价格升至

高点时已经将有利因素反映。就好像去年第四季美国加息同时美股创新高。实际

上国际经济前景不明朗及油价下跌市场已经早已出现及预期，再加上美国加息增

加未来投资成本，这样已经预期所谓有利投资环境及因素已经改变，只是有可能

由于国际投资者希望在高位结算所以欧美股市去年底维持在高水平。可是，既然

资产价格早已反映有利因素，当经济未如理想时自然会下跌。在资产价格下跌的

期间自然会出现很多负面及悲观的预期。不过，当实际环境没有预期般差时，市

场是有可能逆转。

黑天鹅并未成熟
目前市场最悲观的预期是新兴市场及中国有可能出现硬着陆。不过，实际上出现

这样的情况机会不大。首先，过去两年由美国开始退市至加息，实际上整体新兴

市场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期间已经出现过不少预期有可能出现97年亚洲金

融风暴的情况，可是情况并未发展至这样严重。同时，中国经济转型而令经济增

长减慢是合理的情况，人民币会因此而出现适当调整。投资者只是不习惯连续升

了10年的人民币出现调整，实际上调整后将会再次回升。至于中国地方债及企业

债的问题，这是有需要关注，但尚未发展至失控的阶段。就像过去一年人民币下

跌的情况，每次明显下跌后均出现逐步回稳。这并不是失控的情况。更重要的是

目前中国的资本帐并未完全开放。这样相反对目前调节经济转型及调整有稳定作

用。因为若情况像80年代南美国家开放程度，失控的情况是有可能已经出现。因

此，目前中国出现经济硬着陆可能不大。

3月震荡后回稳机会高
过去两个市场的忧虑仍然有机会延续至3月。可是当资产价格已经出现明显调整

后，同时预期悲观的情况并未出现时，这实时最差的情况有可能已经是预期之内，

投资者自然会觉得资产价格已经接近合理水平。因此，3月虽然仍然存在震荡的

可能，但是过度悲观有可能错失机会。

百利好智库研究
百利好智库研究乃百利好金融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专业的顾问团
队。透过汇聚国际金融界包括中港两地的专业人士客观意见和
严谨的数据分析, 通过他们多角度的研究和讨论, 希望以广大投
资者的利益为出发点, 致力探索和研究金融市场的动态及趋势, 
为投资者提供具远见和策略的建议。

在全球经济市场一体化的大环境下, 百利好智库研究斥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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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的投资顾问咨询服务

PLOTIO CONSULTANTS LIMITED
百利好顾问有限公司

百利好金融集团一直致力为客户提供灵活及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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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热线 3586 9696贷款热线 3586 9696贷款热线 3586 9696

声明: 本刊刊载的所有投资分析技巧, 只可作参考用途。市场瞬息万变, 读者在作出投资决定前理应审慎, 并主动掌握市场最新状况。若不幸招致任何损失，概与本刊及相关作者无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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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在2月份进一步显著上升，现货黄金由
1115美元升至1260美元水平，由去年12
月低位(1046美元)已经反弹了超过20%。
这主要由于由2016年1月份开始环球股市
出现显著的下跌，其主要是由于投资者忧虑
新兴市场、欧洲及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
前景。同时，国际油价不断下跌亦增加了未
来环球经济有可能再次陷入通缩的可能。此
外，美元强劲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亦开始浮
现，再加上在去年12月美国开始加息增加了
投资者对环球经济前景不协调的忧虑。不
过，在环球股市出现震荡的同时欧洲及日本
均提出措施稳定市场，这令环球股市在2月
中开始出现反弹，黄金亦随之而调整。3月份
黄金有可能进一步反弹，可是这有可能是今
次超级反弹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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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反弹接近尾声超级反弹接近尾声黄金黄金
环球股市
仍有机会再次回落
虽然在过去两个月日本及欧洲等地提出的措施对市

场构成稳定的作用，但是始终客观经济环境未见改

善前投资者仍然前景存有忧虑，这仍会对股市构成

压力。同时现时市场的气氛实际上较去年811事件时

差。首先环球股市第一次明显震荡是去年8月人行首

次将人民币贬值时。当时美国道指由17000点水平下

跌至15100点水平，黄金由1083美元升至1160美元水

平，而美元兑日圆下跌至116水平。其后人民币回稳，

股市再次回升而主要避险工具再次下跌。可是，现时

黄金及日圆已经明显高于去年8月时的水平。这样有

可能显示目前的避险需求较去年8月时强。出现这样

的情况亦合理，因为目前投资者除了忧虑欧洲及新

兴市场外，就连美国亦已出现了经济增长减慢的迹

象。因此可以预期美股进一步跌穿去年8月低位的机

会相当高。这将会再次支持避险工具上升。

油价尚未出现转向条件

百利好智库研究部董事

黄耀明

香港 <<有线宽带 华尔街速递 及 外汇先机>> 每周嘉宾主持
香港 <<无线电视 创富坊>> 每周嘉宾主持
香港 <<Now TV 期汇决算>> 每周嘉宾主持
香港 <<新城财经台 汇市攻略>> 每周嘉宾主持
香港 <<DBC数码电台 当前期汇>> 每周嘉宾主持
<<东方日报 畅谈金股汇>> 每周财经评论专栏作家
<<经济一周>> 每周财经评论专栏作家
<<AM730>> 每周财经评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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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油价在一月出现20%以上的反弹其中原因是有报

导指：有油组(OPEC)成员国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以应对

油价持续下跌的问题。在上月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同

意冻结产量，使得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与非OPEC

产油国有可能15年来首次达成联合行动协议，应对原

油供应过剩。可是，这最多只可以稳定油价，但能否扭

转油价弱势则有待观察。这主要是由于沙特地阿拉伯

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后，伊朗积极生产石油及主动与

西方国家联系改善关系，这对沙特阿拉伯形成明显的

政治压力。油价过去年半的下跌已经对很多产油国构成沉

重经济打击，不过在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达成共识前，冻

结产量协议有可能改善短期市场气氛，但并未改变供应过

剩的情况。因此，油价仍然是处于跌势，这对股市仍会构成

压力。黄金是有机会再次回升。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黄金仍然只是处于大型反弹走势，

未来仍然有机会再次回落。首先，避险对黄金的正面的支持

是不可以否定，可是这并不足以支持黄金转向。因为支持黄

金主要基本因素尚未成熟。第一是通胀尚未出现。过去黄金

其中一个重要功能是当通胀时投资者买入以保持购买力；第

二是美元仍然是处于强势。虽然美元已经出现明显调整，但

是始终美国处于加息周期是有利美元回升，美元指数仍然是

有机会再次回升至100水平以上，这是不利黄金前景；第三

是整个商品市场仍然是处于弱势。因此，虽然过去两个月黄

金的升幅是近年少见，但这并不代表黄金已经转向。

总括而言，在3月份黄金仍然很大机会再次受惠于避险因素

而进一步回升，可以不要忘记避险只可以对黄金构成短期支

持，真正对黄金构成长期有利环境的基本因素尚未完全成

熟。黄金显著反弹后仍然有机会再次回落至1100美元以下。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2016年2月16日，卡塔爾能源和工業部長薩達（右）、沙特石油和礦產資源部長納
伊米（中）和委內瑞拉石油和礦產部長德爾皮諾在卡塔爾首都多哈的新聞發布會
上說，他們和俄羅斯同意凍結石油產量，以隱定石油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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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2016年2月16日，卡塔爾能源和工業部長薩達（右）、沙特石油和礦產資源部長納
伊米（中）和委內瑞拉石油和礦產部長德爾皮諾在卡塔爾首都多哈的新聞發布會
上說，他們和俄羅斯同意凍結石油產量，以隱定石油市場。



冻结产量未能

扭转油价弱势
2月份国际油价进一步下跌，纽约期油由34美元下跌至26美元的13年低水平。
油价进一步下跌一方面是由于石油供应过剩的情况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善，另一方
面投资者对环球经济前景的忧虑及股市反复亦降低了对未来石油需求的预期。
虽然期间美元出现调整及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同意冻结产量，达成联合行动协
议，但并未对油价构成明显的支持。这样有可能显示国际油价仍然是处于弱势。

冻结产量未必能够达成
经过委内瑞拉多次建议，上月俄罗斯及沙地阿拉伯最终达成冻结产量协议，可是油组(OPEC)其他国家(尤其伊朗)是否会签

署仍存在明显的变量。因为主要西方国家自去年底开始才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行动后，伊朗正积极与西方国家重建关系，另

一方面并积极提升产油量以争取过去失去的市场份额。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是未必会愿意将产油量冻结在现时的水平。这

会让其他产油国亦会忽视冻结协议，沙特就会宣称低油价是伊朗造成的，因其拒绝了这项不可接受的提议。实际上冻结产

量只是一种姿态，不会成为投资者调降OPEC总体产量预测的理由。目前市场预期油组(OPEC)总体产量将增至3,300万桶/

24美元是油价关键水平
实际上纽约期油在去年11月再次跌穿44美元后已经连续下

跌了4个月，在月线图再次形成了超卖，这样一方面显示跌

势强劲，但另一方面显示出现短期技术反弹的机会愈来愈

高。若以去年(2015年)由43美元反弹至62美元后再次跌穿

43美元的幅度计算，24美元短期技术支持。因此预期整体

油价仍然是处于弱势，3月份维持在24美元至35美元之间

波动的机会较大。

美元回落只会对油价构成
温和的支持
美元指数在2月份由99水平显著下跌至95水平，可是国

际油价仍然进一步下跌，这样显示目前美元下跌对油

价构成的支持并不显著。其中主要是由于目前美元的下

跌很大机会只是调整，这亦市场普遍的观点。美元下跌

很大机会是建基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避险；二是美国未来加息步伐有可能减慢。实际上，自2016年1月环球股市开始下跌

后，资金明显转投避险资产，其中日圆的升值明显对美元构成压力。可是，问题是环球股市愈反复，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预

期愈悲观，这自然会影响投资者对未来商品需求的预期。商品价格(尤其油价)下跌提高了投资者对未来有可能出现通缩的

预期，从而再次令资产受压。这样商品价格与资产价格的相互效应加强了对避险工具的需求。因此美元下跌并未对油价构

成明显的支持。其次，美元下跌的主要是由于近期环球股市的下跌只是提高了未来美联储减慢加息速度的可能，并不是改

变了美联储的收紧倾向。既然美国仍然是目前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有可能加息的国家，美元自然未来仍有机会再次转强。在

市场上这样的观点亦限制了美元下跌对油价带来的支持。
日，因为伊朗持续提升产量，而其他产油国要么按计划

维持产量不变，要么继续按计划增加产量。除了油组内

的问题，实际非油组国是否会完全履行协议亦值得怀

疑。因为就算15年前油组(OPEC)与非油组国达成的减

产协亦未完全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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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美元 有机会再跌三月份美元 有机会再跌
2月份美元开始出现较明显的下跌，美元指数由99下跌至95水平。美元下跌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的避险气氛令投资者买入日圆及瑞士法郎等避险货币，另一方面由于环球
资产市场波动有可能影响美国经济，投资者对美国将会放慢加息步伐的预期升温，这亦对美元构成压力。美元下跌并不是对所有货币构成明显的支持，其中日圆、欧元及
加元的表现较为理想。三月份市场其中一个重点将会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会议后维持利率不变有可能对美元构成沉重压力。目前的强势货币有机会进一步上升。

2月份美元开始出现较明显的下跌，美元指数由99下跌至95水平。美元下跌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的避险气氛令投资者买入日圆及瑞士法郎等避险货币，另一方面由于环球
资产市场波动有可能影响美国经济，投资者对美国将会放慢加息步伐的预期升温，这亦对美元构成压力。美元下跌并不是对所有货币构成明显的支持，其中日圆、欧元及
加元的表现较为理想。三月份市场其中一个重点将会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会议后维持利率不变有可能对美元构成沉重压力。目前的强势货币有机会进一步上升。

美国三月不加息的可能相当高
虽然自去年12月美联储10年首次加息后，根据美联储12月份的经济及利率预期，今年内是

有可能加息4次，但是踏入2016年后，环球股市出现明显的下跌，投资者亦愈来愈忧虑新

兴市场及欧洲经济前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实际上是难以独善其身。根据美联储主席

出现国会听证会的言论及1月份美联储会议记录已经显示，环球资产市场第一季的剧烈波

动已经再次触动美联储对经济前景的忧虑。尤其在1月份会议记录中更显示部份委员曾经

讨论过有可能改变12月份利率及经济预期。同时，由于过去2个月资产市场明显波动，资金

流入美债避险，美国债息已经显著下跌，美国10年期债息曾跌低于2015年低位(1.68%)至

1.63%。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预期美联储在3月份加息的可能是相当低。这样的预期正在

市场上扩散。因此，若美国在三月份维持利率不变，这自然对美元构成压力。更重要的是

若美联储在3月份会议调低经济及利率预期的幅度较市场预期为大，这将会对美元产生明

显的打击。

就算美国3月加息美元亦未必上升
这样主要是由于目前市场预期美国未必在3月加息，这对资产市场构成一定的稳定作用。

可是，若美联储意外地在3月开始加息，这样可以预期环球资产市场将会再次受到明显的

打击。资金自然会再次明显流入避险工具。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美元先升而后显著下

跌的情况。

美元指数很大机会跌近92水平

日本当局有需要与
市场角力

未能回升至116以上，这样显示在日本推出负利率政策

后再次推高日圆的投资者并未因为股市回稳及日本官

员的言论而退场。因此，可是预期当美元再次下跌时，

美元兑日圆仍然有机会跌至(甚至跌低于)110水平。这

样日本当局自然有需要出手干预以抑制日圆升值。不

过，干预只是可以减慢市场趋势，最终趋势是自我完

结而转向。

美元兑日圆仍然有机会
下试107水平
从技术角度而言，美元兑日圆在2月份曾明显跌低月

线图中的25月移动平均线，同时在周线图中的15周移

动平均线已经向下与50周移动平均线交接，显示中期

走势转弱。因此，美元兑日圆仍然很大机会进一步下

试50月移动平均线(107水平)，这亦是美元兑日圆由

75升至125的38.2%调整水平。

量化政策未必能扭转欧元反弹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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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元指数在去年12月高见100.57后在月线图中已经形成了明显的超买背驰，这样预

视美元将会出现明显的调整。美元指数在2月份低见92.57是美元指数第一个重要的支持

水平，因为这是15月移动平均线。可是，问题是美元指数由2013年78的低水平一直上升至

2015年100水平期间并未出现过合理调整。这样显示，当美元指数出现调整合理调整时很

大机会跌穿95水平，因为这只是由2013年开始的升幅的23.6%调整。因此，一旦美元指数

跌穿95水平后则很大机会下跌至月线图中的25月移动平均线(92水平)，这亦是美元指数由

2013年开始上升的38.2%调整水平。

在 1月份 欧 洲 央 行 会

议时欧洲央行总裁德

拉吉已经表明有需要

时 欧 洲 央 行将 会 在 3

月会议推出措施以刺

激 经济。市场已 经 预

期 欧 洲 央 行将 会 在 3

月进一步扩大量化政

策 。可是，这 样 的 预

期在过去一个月并未

能 抑雁 欧 元 的反 弹，

相反欧元兑美元更曾

一度升至1.13的3个月

高水平。出现 这 样 的

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美元转弱，另一方面是由于欧元兑英镑在过去3个月由0.70显

著回升至0.78水平。这很大程度是由于英国将会推迟加息有关，同时投资者观

望英国今年有可能公投脱欧亦是其中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预期英国前景

尚未明朗的情况下，欧元仍然有机会受惠英镑弱势。因此，美元有机会下进一步

下跌的大前提下，就算欧洲央行在3月进一步扩大量化规模，这未必能扭转欧元

的反弹走势。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在美国推出量化政策后曾出现：在金融海啸后

美国推出量化政策后，美元指数实际上未曾跌低于2008年70的低水平。因此，

在3月份欧元兑美元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升至1.16水平。

总括而言，既然美国未来加息的速度未必如预期快，这样美元开始出现调整是

合理的现象，再加上美联储有可能调低美国经济及利率预期，这很大机会对美

元构成明显的压力。同时，投资者在3月份仍然观望环球资产市场表现时，谨慎

情绪仍会对避险资产有利而不利美元。

既然在3月份美元有机会进一步下跌，这样

主要货币是有可能再次上升，其中最值得注

意的是日圆，因为目前日圆强势一方面是由

于避险因素，而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元转弱。

自1月份环球资产市场出现震荡后美元兑日

圆由121水平大幅下跌至110水平。期间虽然

日本央行意外地推出负利率政策令美元兑日

圆由116回升至121，可是当环球股市再次回

落时，日圆的升幅更加显著。同时，值得注意

的是：虽然环球股在2月中后开始出现回稳

迹象，及日本官员已经多次表示关注汇市，

有需要时会采取行动，但是美元兑日圆始终

图片来源：ntdtv.com

美联储主席耶伦

图片来源：dbc.hk 

日本央行

图片来源：y3.ifengimg.com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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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局有需要与
市场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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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政策未必能扭转欧元反弹走势

百利好智库研究部董事

黄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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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ntdtv.com

美联储主席耶伦

图片来源：dbc.hk 

日本央行

图片来源：y3.ifengimg.com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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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A 世嘉，对于70、80或90年代的朋友应该不太陌生，曾推出多款精彩游戏陪伴我们成
长。世嘉联同华夏动漫 (01566.HK) 打造「JOYPOLIS」室内乐园，已于2月6日登录上海大
型城市综合体上海环球港3楼及4楼。

乐园的概念设计、技术支持及员工培训由世嘉提供，华夏则向世嘉支付版权费。华夏的核心业务
为动漫衍生产品如玩具等贸易，主要市场为日本。在接到世嘉、TOMY等玩具公司及相关采购公
司的订单后，华夏会与内地生产商接洽，再将制成品销往日本。

世嘉联同华夏打造世嘉联同华夏打造

上海「JOYPOLIS」室内乐园新潮点上海「JOYPOLIS」室内乐园新潮点
3大精选游戏
奇幻数码舞台，由华夏动漫旗下人气虚拟偶像「紫嫣Violet」

音乐少女演唱，一首首劲歌演舞配合色彩缤纷又立体的背景

画面，演出如幻似真，必定令你大开眼界。

让你化身成为变形金刚主角，一同参与精彩刺激的故事情节。

还有360度旋转驾驶仓由你透过控制杆自己控制，相信除了

游戏的敌人离心力及旋转力亦是一大挑战。

最后就是头文字D，驾驶AE86征服日本崎岖山路，车厢会跟

随游戏画面一齐移动，感受飘移感觉，成为秋名山车神吧。

总投资额超过2亿
华夏动漫主席及行政总裁庄向松表示每小时限制人流1,566人，约整体负荷人数70%。

据世嘉提供的可行性报告指出，每日平均人流逾4,000人，预计开业后一年人流逾100

万人次。他透露世嘉分成约占5%，而庄透露项目总投资额约2.4亿元人民币。当中集团

积极于上海及香港两地进行在线线下推广，更会在港龙航班播放视频，改造「华夏动漫

主题列车」穿梭上海环球港地铁线，推广费用没有超出预算，每月将以营业额5%投放

于广告。资金约40%用作建设及营运上海JOYPOLIS 及计划兴建下一个JOYPOLIS；

30%用作投资或收购经营动漫相关业务的国内外公司；20%作音乐动漫演唱会的开发、

制作及技术改善以及寄售业务的开发、相关宣传及营销；约10%用作一般营运资金。

于香港招聘亲善大使
被问到庄向松会否担心入场人次受上海迪斯尼6月开幕影响 ？他认

JOYPOLIS主打年轻男女，迪斯尼则描准家庭，客户羣不同。现正向

当地政府提案，未来不排除与旅行性合作推出三日两夜游，成为大上

海乐园产业。

营运总监丁家辉表示，因首期项目 (第一期于2014年12月30日开幕)

有不少玩家来自香港，集团暂定公开招聘1-2位在港人士到JOYPOLIS

担任亲善大使，月薪2万元并会提供食宿及保险。香港游戏产业协会

名誉顾问、贸发局影视娱乐业咨询委员会委员项明生对此感到欢迎，

为香港有意投身动漫行业者提供机会。

上海JOY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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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环球港3楼及4楼，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300号
费用：全场通行门票为248元人民币、普通门票为120元人民币 
占地：8,300平方米动感游戏设备
设备：设有21种高科技刺激动感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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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JOYPOLIS

图片来源：yuexing.cn

上海环球港夜景

图片来源：news.takungpao.com.hk

图片来源：6665.com

華夏動漫主席莊向鬆(右)及世嘉樂園事業部副部長內島崇

图片来源：cache.baiducontent.com 图片来源：segabits.com 图片来源：weekend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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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便利店首设外币兑换机

 有望吸引我国旅客

日本便利店首设外币兑换机

 有望吸引我国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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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观光厅最新公布的数据
显示，去年访日旅客为1,974万人
次，当中约25%为我国游客，占消
费总额四成，达844亿人民币。

日本政府观光厅最新公布的数据
显示，去年访日旅客为1,974万人
次，当中约25%为我国游客，占消
费总额四成，达844亿人民币。

兑换机备有多种功能
日本连锁便利店 Fami lyMar t 与货币兑换经营商

「Travelex Japan 」合作，设置自助兑换机，可把港

元、人民币、新台币、韩圜、美元、欧元、英镑、澳

元、加币、泰铢、菲律宾披索、马币及新加坡元共13

种货兑换日圆。另外，兑换机是轻触式屏幕的，提供

中文、英文、韩文及日文等四种语言服务，方便消费

者自行操作兑换。若操作有问题，还能拿起旁边的

服务电话，有讲上述四种语言的人员提供协助。

还有这些地方能兑换日圆
在机场、百货公司和观光景点的两替所，或餐厅柜
台皆可兑换

银行或贩卖二手精品的大黑屋

冲绳银行在冲绳多处设立可用人民币、港币、新台
币、韩圜、美金、英镑、澳元及欧元共八种货币的
兑换机

持有开通海外提款的金融卡，到日本7-11或邮局提
款机可直接提领日圆

东京部份店铺内的兑换机

2020年前设千部兑换机
FamilyMart 计划从东京浅草雷门、新宿靖国通、原宿竹下通和台场维

纳斯城堡等四家便利店试行，24小时提供服务，预计2020年东京奥运

前把服务扩展至大阪、名古屋、福冈等地并设置1,000部外币兑换机。

FamilyMart 亦计划于酒店、温泉度假村及其他旅游热点设置自动外币

兑换机，但具体地点未有公布。

兑换机内有1万円、1000円、500円、100円、50円及10円兑换，能把人民

币、港币、美元等13种货币兑换日圆。注意事项为仅支持由外币换成日

圆，不支援由日圆换回外币。据指，兑换机不需缴付手续费亦无提款上

限。而自动外币兑换机的兑换价比银行和机场较高却比酒店便宜，实

际的兑换率仍未有公布。另外，自动外币兑换机亦容易操作，旅客可放

入纸币，兑换成日圆纸币或硬币并取回收据。值得一提的是，兑换机设

有手提袋挂勾，方便旅客放置随身手提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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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币钞票出口 外币钞票入口

随身行李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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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观光厅最新公布的数据
显示，去年访日旅客为1,974万人
次，当中约25%为我国游客，占消
费总额四成，达844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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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马拉松从2012年创办开始，就按照国际金标赛事标准全方位打造赛事，4年来获得全
面提升是全球公认的新兴马拉松赛事。对于一项国际化的马拉松赛事来说，除了赛事组织、医
疗保障、参赛选手、竞赛成绩等方面要做到尽善尽美，还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获得国际组织的
考察认同。因此，广州马拉松距离国际金标不算太远。

继2016年1月9日在中国马拉松年会上荣获中国马拉松金牌赛事之后，广州马

拉松又获得国际田联认可，首获国际田联铜标赛事称号。这是继北京马拉松和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事后又一项获得国际田联标牌称号的中国马拉松赛事；亦

是我国马拉松赛事中最年轻的标牌赛事。相信广州马拉松赛首次走进国际田

联路跑赛事的视野，将会是全年标牌赛事中最重要的一环。

据了解，2015年国际田联标牌赛事规定需要重新调整，首次申请国际田联标

牌赛事只能从铜标开始申请。因此，铜标赛事成为广州马拉松跻身国际田联赛

的全新起点。经过4年的举办，广州马拉松赛首次向国际田联递交标牌赛事申

请即获得通过，代表着国际田联对广州马拉松赛在特邀选手邀请、赛道封闭、

电视直播、水站饮料站设置、计时及成绩发布等工作方面的认可和肯定。广马

组委会负责人表示，在新的起点上，广州马拉松赛将继续全力以赴，不断为国

内外选手创造优良的服务，朝着打造国际田联金标赛事的目标向前迈进。

当中广州田协负责人表示，〝国际田联要求连续2年以上才能申请国际标牌赛

事，首次申请只能从铜标开始。〞；〝要填写相关的申请表格，签字盖章并获中

国田协盖章通过。〞，国内知名马拉松赛事均需要接受中国田协和国际田联的

双重认证。所以，要申报国际田联标牌赛事必须具备国际田联的各项硬软件指

标，才能成为〝国际俱乐部〞中的一员。

首次申请赛事即获通过

国际田径总会
简称国际田总，是一个国际性的田径运动管理组织。其宗旨

是保护国际业余田径运动的权益，在各田径协会间建立友好

合作关系，反对种族、宗教、政治及其他形式的歧视。该联合

会的主要职责是：在全球开展田径运动，制定田径比赛的计时

方法及世界纪录标准化工作，促进各会员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反对种族、宗教和政治等歧视，消除不同地区、政治态度及宗

教信仰的运动员参加比赛的障碍，保证运动员按照其制定的章

程和规则参赛。前后共有六位主席，第一位是西格弗里德‧埃德

斯特陆；国籍为瑞典；任期由1912年 – 1946年。而现任的主席

是塞巴斯蒂安‧柯伊；国籍为英国；任期由2015年开始。

共有四项被列为国际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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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田协在1月8日公布的赛程中，经已拥有四项马拉松赛

事被列为国际金标，分别是北京、上海、厦门和扬州 (半程

马拉松)；一项银标赛事 (黄河口 – 东营)；两项铜标赛事在

兰州和重庆。国际田联考核评选标牌赛事的工作由竞赛总

监来统筹完成，将对十多项技术指标进行量化评估；每年

评选一次而非终身荣誉。

以金标赛事为例，要求至少来自男女各5名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优秀运动员参赛。运动员需要在过去36个月内的成绩

必须在2小时10分30秒 (男) 和2

小时28分 (女) 以内；或在国际田

联的重大赛究事中取得前20名的

成绩，同时亦是国际田联备案的

优秀运动员，亦是决定金牌赛事

的关键因素之一。

广州马拉松从创办之初就严格遵

循国际金标赛事标准办赛，若各

项条件 都达标，顺利拿下铜标赛

事，接着是升级为银标和金标赛

事。广州马拉松创办4年来已连续

两年获得中国田协金牌赛事称号，

就是 最 好的证明，这也为广州马

拉 松 进 军 国 际 田 联 标 牌 赛 事 打

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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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世界金融大鳄 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

我国经济前景乐观
中国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于2016年1月份的人

民币贷款増长净额，创下2.51万亿元的历史纪录，

该属'中国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与美、欧以

买债为主做法所不同者，乃中国所对准的是更直

接的实体经济。相信中国政府今后会(i)稳定人民

币汇价，(ii)加快、加密减息降准，和(iii)认真控制

好金融风险，防范系统性的风险危险暴发或潜伏。

中国得靠供给链挺内需稳经济，待外需转强时迅

即受惠。

需要留意的最新动态，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2月1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一些主要发达

经济体増速低于预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

场国家出现'负増长'，但他'对中国经济的优势、成

三大因素为外币、信贷融资及货币政策
估计中国在2016年的货币政策工作基调，以稳为主，和直接挺实体经济，做法主要有：

(一)稳定人民币对美元为主的等外币的汇价，即应以'稳定'作为境内外一众对人民币汇价的'预期'，而不是以'升值'或'贬值'作

预期的主导。要有稳定的货币汇价，国民经济才有稳定増长的基础，否则便有可能出现难以逆料的重大挑战、压力和冲击。

尤其是境内、外‘炒家’不时提‘升值预期’或‘贬值预期’，作为炒卖活动的借口，甚至‘制造’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混水摸鱼。

跨国大鳄索罗斯近日已跳出来认为‘不排除中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此言显示大鳄作势准备炒人民币扰乱中国

金融经济，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建议中国要及早作好全面、充分、行之有效的准备，随时、及时狠狠打击大鳄炒卖之来犯。

国民经济及国家政策
均为重要支柱
强化信贷融资支持实体经济政策不变的同时，人行还宜全面、有

针对性的支持各个重点经济环节，特别是(I)继续政策重点和一贯

地强力支持'三农'、小微企，稳定粮食食品供应、稳定社会经济、

稳定就业。更需要(II)支持大型企业、中型企业的经营生产、投资

发展，理由为大、中企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业务在环球经

济现阶有可能陷入新一轮的下行轨道中无法有理想的得着，就很

有需要得到国家政策的更强力和实际的支持。

(二)加大信贷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中国的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

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净增长于2016年1月份创纪录性的达2.51万亿元，和同

比大幅増长70.7%，乃全面性地对(I)住户和(II)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的

短期以至中长期贷款的大幅增长；我对此象之解读此可视之为中国式量

化宽松货币政策，而所对准者为各个实体经济环节，有别于美国、欧盟仅

止于在银行金融市场购买债券之类的量宽QE，该有更直接和相对良性

的实效。

和(三)中国人民银行宜趁欧、日央行加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

举措，采取相若的做法，即加快、加密地进行减息、降准，使(1)工

商服务等行业的企业的营运、投资成本，因减息进一步降低，加

强外需疲弱所造成负面影响的应变能力，和(2)降准则可让金融机

构有更强的流动性，有更充裕的头寸支持实体经济的稳定、提质

发展，甚至升级转型。

就和发展潜力充满信心'，和'一旦经济真的出现滑出合理区间的苗头，该出手时失们会果断出手'，强调'工具箱里还有很多

工具，但不能无备而动'。可见李克强对中国经济前景表审慎乐观。

黎伟成
资深财经评论员、NOW财经台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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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
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确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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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为陈景河

招金礦業董事長翁占斌（左）

金矿类股份回报较高
期金每盎司价格于约1,045美元建立不对称的'高低脚'双底之后，并徐徐突破'颈线'1,200美元，只要能

够保住刚克的颈线不失，便颇有机会反覆挑战可量度的技术目标1,295美元至1,300美元区间，对沉寂

已久的金矿股显然注射一支强心针。估计期金价格即使如憧憬般能够达致可量度的技术目标价，金矿

类股份仍会较为全面受惠，乃因此价相对于年前的高价相去尚远，却会使金矿企业产金有较高回报，

冶炼成本又不高也。

紫金矿业（2899）表现良好
特别是(一)紫金矿业(2899)，为在香港上市的最具规模产金、冶炼的金矿集团，而据其仍属最新的2015

年中期业绩报表资料，确显金价偏低对紫金的经营回报未见理想。紫金于2015年上半年的(1)产金量达

12.5万千克，同比即使大幅增加1.1倍，但金锭的营业额15.62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却减少17.9%，而

经营溢利3.94亿元更大幅减少28.3%。由此可见，产量、销量大增，却受到金价低迷之困，营业收入及

回报难有良佳表现。

短期受惠国际金价技术反弹短期受惠国际金价技术反弹

金矿类股份金矿类股份 国际黄金期货价格于2016年1月末出现的技术反弹，使一众金矿类股份的股价
受追捧。相信期金价短期仍有一定的向上空间，亦为金矿股值得继续留意之因。
国际黄金期货价格于2016年1月末出现的技术反弹，使一众金矿类股份的股价
受追捧。相信期金价短期仍有一定的向上空间，亦为金矿股值得继续留意之因。

黎伟成
资深财经评论员、NOW财经台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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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2)金价处于低水平，可大大减低金矿企业的冶炼成

本压力，唯是紫金矿业的冶炼加工业务也没有太大的实

际得益，理由为(i)冶炼加工量10.7万千克，同比虽增加

1.4倍，使(ii )金锭加工的营业额237.21亿元同比亦大增

1.3倍，和(iii)经营溢利亦增加1.4倍，问题是所涉及的盈

利实额只为3,195万元，远低于业绩欠佳的金锭业务。这

主要是受到冶炼加工的毛利及毛利率始终远低于采金。

再从紫金矿业的股东应占溢利于2015年中期达13.41亿

元，同比增加的20.9%，比营业额388.32亿元的61.9%涨

幅少增凡41个百分点之普，便可印证冶炼加工只能是薄

利而得多销，稍挺集团的业绩。但紫金纯利尚增，已属

难笭的表现。

招金矿业（1818）需要调节
至于(二)招金矿业(1818)，纯利于2015年中期仅为2.25亿

元，同比减少20.5%，较营业额26.77亿元的5.9%减幅多减

14.6个百分点，亦受困于金价之低迷。但招金已努力作出产

销调节：黄金产量累计达16,568千克，同比增加10.7%，主

要受(a)冶炼增加16.4%而为6,144.26千克的拉动，唯是(b)

矿产黄金量即使同比仅增7.6 %，所涉10,424千克仍于整体

产量所占比重达62.9%之高。

灵宝黄金（3330）业务不济
和(三)灵宝黄金(3330)，无疑以冶炼为主要业务：营业额

22.45亿元同比减少18.1%，而此之于总收入占比达84%的

业务的分部溢利1,461万元，反而大减88.5%，则见冶炼加工

为主的金矿集团亦存在存不少问题，并未受金价低迷之益。

尤其灵宝黄金在中国及吉国的经营均出现亏损，于2015年

上半年的业绩也就有亏转1.53亿元矣。
图片来源：eport.jx.cn

图片来源：money.163.com紫金山铜矿湿法厂

图片来源：ct.acnnewswi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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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楼市继续向下调整，同时新盘供应仍源源不绝，而发展商投地出价亦
明显转趋审慎，全年楼价录得双位数跌幅将会是预料之内。

楼价继续向下沉  置业不妨等多阵楼价继续向下沉  置业不妨等多阵

仍需要扩大议价空间
中原地产在2月12日公布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按周下跌0.71%，而今年累积跌幅为3.5%，相比去年历史高位则回落

10.8%，但楼市跌势只是开始，根据中原的数据，包括港岛、九龙、新界东及新界西，四区指数连续3周齐跌，乃金融海

啸后首次出现，反映市场气氛确实非常差，有意置业人士均希望尽量压价，甚至推迟置业步伐，业主要套现则必须面

对现实，扩大议价空间。

几家主要的地产代理公司，最近对后市的预测，均由年初估计楼价下跌5-10%，改为下跌10-15%、甚至20%，背后原因

之一，相信是要间接向业主施压，务求令她们相信越迟卖越贱价，催逼业主降价，促成交投，以赚取佣金，否则在大量

一手盘以贴近同区二手价，甚至低于二手价开售之下，二手市场冰封情况只会更甚，代理从业员则只能每日望天打卦。

香港经济未有见好
现时，零售、旅游、出口均面对逆景，本港今年经

济增速势必放缓，加上股市亦未见起色，内地又

进一步收紧资金外流的管制，本地楼市难以独

善其身。发展商本身的举动也显示对后市有保

留，除了继续推盘，尽快清货之外，早前深水埗

一幅地皮中标价仅约13亿元，每平方呎地价仅

4200多元，属市场估值下限，而且中标是内地发

展商，市场过去一般认为，中资地产公司出价较

进取，意味其他入目标发展商，出价更加保守，

反映她们对后市亦不乐观。

「减辣」或「撤辣」难实现
而在2013年2月，当时中原城市领先指数为121 .58，换

言之，该指数至少要再跌7%，才回到「辣招」前水平，

而陈德霖在推出措施时指出，楼市过热对香港金融稳

定造成的风险不小于97年，意味即使楼价回复至2013

年初水平，亦不代表会「减辣」、或「撤辣」，因为该水

平仍被视为过高。

另一个可能促使金管局撤招的因素，是负资产宗数，去

年第4季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为95宗，是自2014

年第3季以来再次录得负资产个案，不过这些个案主要

涉及银行职员住屋按揭贷款，而这类贷款多数享有员

工优惠，按揭成数一般较高，所以即使楼价只轻微下跌，

亦有可能变成负资产。因此，除非负资产问题明显恶化，

否则「减辣」愿望难以成真，而一旦负资产宗数急升，

届时楼市气氛必然更差，即使「减辣」亦无补于事。

楼价向下寻底，有意置业人士当然乐见其成，相反，业主们却期望政府出手「减辣」，营造利好气氛。金管局总裁陈德

霖日前重申，若确认楼市进入下行周期，将会考虑放宽银行按揭限制。翻查资料，金管局为配合政府冷却楼市，而推出

的这一轮逆周期措施，是在2013年2月，之后在2015年2再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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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体育产业达29%
瀚洋物流本身经营航空货运中介代理，本业乏善足陈，但之前已表明计

划进军内地体育相关产业，意味将会成为北控系内专营运动产业的旗

舰。国家主席习近平除了有「足球梦」，之前亦多次提及内地要发展体

育产业，而国务院在2014年10月亦曾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

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当中提到2025年，内地体育产业规模达5万

亿元人民币，意味每年复合增长29%。

北控(02389)成为大股东
北控入主瀚洋，并且定下进军内地体育产业的大方向，相信是「收到风」，

得悉内地将推出大量扶持措施，支持行业发展。北控医疗入主瀚洋的过

程，亦相当有趣味性，先于去年11月向瀚洋出售湾仔办公室，但交易代价

全数收取股份，每股作价0.65元，当时持股13.97%，只是第3大股东，及

后在今年1月再向瀚洋另一股东购股，每股作价0.63元，继而晋身为大股

东；换言之，北控医疗每股平均成本为0.64元。

北控拟为公司转型
瀚洋今年2月初又向一只基金配股集资，配股价0.65元，而公司周二收市价

为0.69元，意味该基金及北控医疗账面只轻微获利。财政上，瀚洋手头净

现金约6500万元，市值约6.47亿元，若要大举发展体育产业，必然涉及项目

收购，或由北控集团注入相关资产，相信北控集团连同北控医疗的持股，日

后势必超越30%水平，更可能会为瀚洋引入其他星级股东。北控既然花尽

心思入主瀚洋，往后必然会落力为公司转型，炒起股价谷大市值指日可待。

踏入猴年，港股在19000点水平浮沉，展望今年，大市料反复向下，短线来说，

不排除会再试穿大年初五低位，即约18300点后，才迎来一次较象样的反弹。

楼市放慢是预期之内
目前，恒指市盈率仅约8倍，股息率逾4%，估值看似不贵，但众所周知，今年本港零售市道难有起色，楼市摇摇欲坠，经济增

速必然放慢，而占蓝筹股比重更大的中资股，面对内地经济形势更恶劣，企业盈利增长放缓、甚至倒退，是预期之内，因此恒

指估值并非真正便宜。

每次向下行情之中，总有反弹机会捕捉，近期恒指反弹多次受制于20天移动平均线，估计短期内会在较大成交额之下，再下

试近日低位，即大约18300点，之后才出现一轮反弹。时间上，三月初两会举行前，较大可能出现另一低位，之后就藉两会政

策因素炒上，板块方面，军工及内房股或成为追捧对象。值得留意的个股则有瀚洋物流(01803)，公司已成为北控集团旗下一

员，大股东北控医疗健康(02389)持股23.86%，第二大股东乃公司主席兼执董胡野碧，据悉银行家出身的胡野碧跟北控集团

关系密切，这趟北控系入主瀚洋应是其在中间拉线。

静待大市另一弹 瀚洋变身有得谂静待大市另一弹 瀚洋变身有得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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