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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道：昨日，第十四屆
中國盃帆船賽開賽儀式在深圳大鵬桔釣沙萊華酒店進
行。中國帆船帆板運動協會主席張小冬、副主席雷檢
軍，廣東省海上運動中心主任楊健立，廣東省社會體
育和訓練競賽中心副主任姜勇軍，深圳市政府副秘書
長劉昂，深圳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副局長何建輝等
嘉賓出席開賽儀式。

張小冬在開賽儀式上致辭並宣布開賽。她說： 「中
國擁有四大海域和幾千年航海文明史，中國盃帆船賽
的創辦，開創了中國大帆船賽事的先河。經過十三年
來健康可持續的發展完善，中國盃帆船賽劈波斬浪、
屹立潮頭，為年輕的深圳增添更多國際化元素和新鮮
活力，逐步肩負起推動中國大帆船運動發展，豐富深

圳海洋中心城市文化內涵的重要使命。」
深圳市大鵬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吳波表示，大鵬新區

的體育賽事精彩紛呈，除了第十四屆中國盃帆船賽之
外，今年還將舉辦80多項體育賽事，如2023中國家庭
帆船賽、深圳大鵬戶外季等， 「我們希望通過舉辦中
國盃帆船賽等系列大型體育賽事，讓更多市民體驗全
新的濱海生活方式」。

亞洲著名航海家、香港遊艇會首任華人會長龐輝接
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深圳舉辦帆船賽以及發展藍
色經濟具有很大優勢。在大灣區互聯互通的基礎上，
未來香港與深圳將更深入的交流，香港在舉辦國際賽
事方面有着豐富的經驗，將很樂意與內地在舉辦賽事
上進一步合作。

中國盃帆船賽開賽 深港推進賽事合作

金價的上漲也促進了黃金首飾的消
費。有珠寶行業的從業人員表示，今年
一季度都是國內珠寶的一個反彈期，黃
金產品由於出色的避險屬性，已成為消費
者在珠寶消費中的首選品類，份額超過了
80%。目前，雖然黃金銷售的熱潮已經有
所減退，但業內普遍還是看好黃金市場的
未來。

美元加息助推金價上漲
今年3月以來，金價出現大幅上漲，黃金現

貨價格最高衝至2009.73美元/盎司，離歷史最
高點2089美元/盎司的距離已不足百點。雖然
在本周二美財長耶倫的講話提振了市場信心後，黃金
價格有所回調，但在美聯儲加息後，金價重新攀升，
截至發稿時，黃金價格回到1974美元/盎司左右。

北京黃金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文斌在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黃金價格雖然衝高回落，但
仍然在高點。本輪黃金價格上漲的邏輯很簡單，首先
是市場認為美聯儲加息步伐將放緩，並在今年中期暫
停加息，這樣金價會有一個托底，上漲也就有了支
撐。並且由於最近硅谷銀行和瑞信銀行事件引發的歐
美銀行危機，使得全球市場避險情緒飆升，這也助推
了黃金價格的上漲。而硅谷銀行倒閉的一個根本因
素，就是美聯儲加息導致的資產端和負債端出現了收
益不平衡。

張文斌認為，可以看到，美聯儲如期將聯邦基金利
率目標區間上調25個基點，但國際金價仍然漲回了
1970美元/盎司左右，這說明本輪黃金價格上漲的行
情已經兌現，美聯儲加息對黃金價格的影響已經基本
消失了。

從美聯儲近期的表態看，分析機構看到此次加息鴿
派的意向。美聯儲將不得不平衡通脹風險和經濟穩

定，這兩個因素都可能推動
黃金的進一步避險需求。

金價或仍將高位震盪
未來的黃金價格將是怎樣一種趨勢？張文斌表示，

未來，黃金或仍將在高位震盪。可以看到，美聯儲對
於硅谷銀行的事情還是採取了一個比較審慎的態度，
暫時還沒有採取什麼特別的行動。而這樣的態度對於
黃金市場來說，也是一定的支撐。

在不少分析機構看來，央行增持黃金是金價上漲最
有效的風向標之一。據世界黃金協會（WGC）官網
信息，2022年全球央行購金量創歷史新高，2023年
各國央行對黃金的興趣有增無減。世界黃金協會數據
經理Krishan Gopaul日前撰文稱，2023年伊始，全球
央行黃金需求在2022年的基礎上實現回升。1月，全
球 央 行 官 方 黃 金 儲 備 凈 增 31 噸 （ 較 上 月 增 加
16%）。

中金公司研報也提到，長期看，全球貨幣體系面臨
深刻變革，黃金儲備的購買需求正在系統性上升。

近日，上金所發布通知表示，近期市場不確定因素
較多，市場風險明顯加劇，希望投資者做好風險防範

工作。張文斌表示，上金所發布的通知，應該說是一
個例行的操作。那麼對於投資者來講，應該還是不要
因為短期的擾動去打亂自己黃金投資的節奏。如果投
資者是做保證金交易，比如期貨之類的，那麼還是要
控制好槓杆。因為當前這樣大幅波動的情況，最後很
可能投資者方向是對的，但由於保證金不足被震盪出
場。而如果投資者是買實物黃金，這種情況還是可以
按照自己此前的規律去買。如果過去有投資者認為以
前自己是買了一個高位，或者現在需要資金想出貨，
那也是可以利用當前這樣的一個價格出一部分，讓資
金落袋為安。

珠寶行業看好黃金市場
深圳水貝是國內較有影響力的珠寶專業交易市場，

黃金首飾的交易在此也十分活躍。本次黃金價格的上
漲也深深影響了珠寶企業。

在深圳水貝，一家珠寶公司黃金展廳的負責人告
訴本報記者，目前黃金價格已處高位，很多公司的
黃金首飾價格都突破了570元/克，因此近日黃金首
飾的銷售也有所放緩。但在 3 月 8 日以前，黃金首
飾的銷售還是十分火熱的，來購買和諮詢的人絡繹
不絕。從今年 1 月開始，應該都是屬於國內珠寶行
業的一個銷售反彈期，由於黃金有非常好的避險能
力，它應該是消費者在珠寶行業中的一個首選品
類。目前，黃金產品在珠寶行業品類裏應該是超過
了 80%的份額，其他的品類包括鑽石、鉑金等都是
下降的。

該負責人還表示，近日，有世界黃金協會的高層來
到水貝參觀，對於黃金市場的趨勢，未來消費者對於
投資金條和首飾金產品的需求仍會逐步增加，大家對
未來的黃金市場還是很看好的。

業內繼續看好黃金市場
金價飆升 雖遇震盪仍有支撐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
道：近期，黃金價格 「狂飆」 ，
雖然在本周二黃金價格有所回
調，但在當地時間22日美聯儲加
息後，金價重新攀升。專家分析
認為，市場預期美聯儲加息步伐
將放緩，以及歐美銀行危機導致
黃金價格獲得了向上的動力。當
前，美聯儲雖然加息，但從表態
中可以看出，未來美聯儲將有一
個相對 「鴿派」 的前景，這將對
黃金價格形成一定的支撐。對於
投資者來講，投資黃金還是應保
持長期投資的心態，保持節奏，
減少短期因素擾動。

機遇之城報告發布 北上深廣續領先

商務部：美應盡快
取消對華加徵關稅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麗娟報道：商務部新聞發言
人束珏婷昨日在例行發布會上表示，近年來美國對外
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對華貿易逆差增速低於整體。中
國對美出口增加了美消費者福利，降低了美國通貨膨
脹。美方應盡早取消對華加徵的 「301」關稅，停止對
中企貿易限制，為減少貿易逆差創造有利條件。

束珏婷表示，中方從不刻意追求對美貿易順差。歸
根結底，美對華的貿易逆差是由中美經濟結構、產業
國際分工和美對華出口管制等多重因素決定的。近年
來，美國對外整體貿易逆差呈持續擴大趨勢，美對華
的貿易逆差增速明顯低於美整體逆差增速。

束珏婷強調，中國企業基於市場需求，自美進口大
量農產品、汽車、科技、能源石化等產品，這對雙方
都有好處。同樣，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也增加了美國消
費者的福利，增強了下游企業的競爭力優勢，降低了
美國的通貨膨脹。中美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
美方應盡早取消對中國加徵的 「301」關稅，放寬對華
出口管制，停止針對中國企業的貿易限制，為兩國企
業擴大貿易合作、減少對華貿易逆差創造有利條件。

南沙1.5億助科創企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賴小青、陳彥潔報道：近日，

廣州南沙區高質量發展系列活動之 「南沙科學的春
天」故事分享會在大灣區（國際）傳播中心舉行。南
沙區工信局、南沙區科技局、廣州通則康威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港科大（廣州）科技領創中心等負責人分
享了他們的 「南沙科學」故事。

目前，南沙科學城核心區明珠科學園南部組團即將
投入使用，廣東智能無人系統研究院、廣東空天科技
研究院將於今年下半年率先入駐。

南沙區工業和信息化局副局長張偉源介紹，在引進
和培育企業方面，南沙區對國家 「小巨人」獎勵200
萬元（人民幣，下同），對獲得省級 「專精特新」稱
號的企業獎勵50萬元，預計2023年政策獎勵補貼累計
達到1.5億元。

「組合港」 通關模式
覆蓋9成大灣區城市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 通訊員陳琳、林已凡報
道：近日， 「鹽田—中山」大灣區組合港線路開通，
這是今年開通的首條組合港線路。 「組合港」 「一港
通」改革試點啟動以來，截至2022年底，已累計開通
航線 42 條，共有約 34.2 萬標箱的貨物通過該模式運
輸，覆蓋大灣區近90%的城市。在廣東省內海關的共
同推動下，大灣區港口群更加高效聯動，成功助推了
跨境物流運輸的高質量發展。

改革為企業帶來了扎扎實實的紅利，據企業反映，
「組合港」 「一港通」模式通關流程精簡，整體物流

成本顯著降低。貨物在各碼頭間直接通過水路調撥，
全程只需要 「一次報關、一次查驗、一次放行」，可
實現24小時運輸不停歇，每年可為企業節省近7000萬
元人民幣的成本，貨物的平均堆存期可由改革前的
5-7天縮短至2天以內。

【香港商報訊】記者童越報道：中國發展研究基金
會與羅兵咸永道昨日聯合發布《機遇之城 2023》報
告，前四位的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前四排名
與去年維持不變。比較遺憾的是，香港跌出前十。

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繼續保持在中國城市中的
領先優勢，杭州、南京、武漢、蘇州、成都、天津緊
隨其後，正在逐步縮小與前四的差距。儘管香港排位
在下降，但在宜商環境、城市影響力和城市韌性等指
標仍然居前。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俞建拖指出，今年是
《機遇之城》報告發布的第十年，觀察城市範圍由

15座擴展到51座。
過去5年， 「北上廣深港澳」6座城位居多個維度

的前列，是中國城市中實力很強、國際化程度很高的
領先城市。在 「技術與創新」 「區域重要城市」 「城
市韌性」 「文化與生活」存在領先優勢的是深圳、上
海、香港。在 「智力資本」維度，北京與廣州呈現相
對優勢。在 「經濟影響力」維度，香港與北京具相對
優勢。在 「宜商環境」維度，深圳近年來優勢較明
顯，香港、上海呈現一定優勢。

羅兵咸永道廣州主管合夥人王斌表示，粵港澳大灣
區呈現出梯次發展的趨勢，在 「智力資本」 「經濟影

響力」 「營商環境」等維度的梯隊發展特徵較為明
顯。深圳、廣州、香港作為大灣區中心城市，在多個
維度位於前列，具備帶動大灣區發展的示範和引領作
用。中山、惠州、江門、肇慶具有較強的成本優勢，
與中心城市間具有較強的功能互補性，促進區域協調
發展。

調研方法採用羅兵咸永道城市評估工具對選定的城
市進行觀察。這個評估工具包括10個觀察維度，涵
蓋經濟發展、社會民生、城市基礎設施、自然環境、
人口、城市治理及城市影響力等多個層面。10個觀
察維度下設5個變量，共計50個變量。

深圳首家GLP實驗室獲批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深圳市藥檢院安

評中心近日通過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組織的藥物非臨
床研究質量規範（GLP）認證，成為深圳市首家通過
國家GLP認證的藥物非臨床安全性評價研究機構，填
補深圳市GLP實驗室空白，實現了深圳市生物醫藥產
業鏈技術服務平台的全線貫通。

據悉，深圳市藥檢院安評中心是粵港澳大灣區規模
最大的安評中心，擁有24000平方米實驗設施，能夠
同時進行15個新藥非臨床安全性評價研究實驗項目，
此次通過GLP認證，將為深圳市乃至粵港澳大灣區生
物醫藥產業新藥研發及臨床前安全性評價搭建便捷、
高效、可靠的技術平台，對促進 「20+8」產業高質量
發展，打造國內重要的生物醫藥產業技術創新戰略高
地具有重要意義。

惠來鮑魚拓展港澳市場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中國鮑魚產量佔

全球八成以上，而廣東揭陽市惠來鮑魚苗產量佔比全
國四分之一。藉成為第六批跨境電商綜試區試點城市
契機，惠來鮑魚不斷拓展港澳地區及海外市場，走上
港澳市民的餐桌。惠來的鮑魚產業成為當地鄉村振興
「金字招牌」。
近年來，惠來縣通過創建鮑魚產業園，採取 「公

司+基地+農戶」生產模式帶動農戶養殖鮑魚，實現年
產成品鮑魚2290噸，鮑魚年產值約16億元（人民幣，
下同），帶動從業人數1萬多人，有力帶動了區域經
濟增長和農戶增收。預計到2025年，惠來鮑魚養殖面
積將達 1 萬畝，年產苗量 60 多億粒，年產成品鮑魚
6000噸，產值達26億元。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深圳市2023年
專精特新 「小巨人」政策巡迴宣講會首場活動近日在
福田舉辦。福田區24家 「小升規」企業參加了先進
製造業政策宣講會。今年以來，福田區為全力打造都
市型先進製造業高地新招頻出，力求精準支持企業在
福田拔節生長，集聚優質資源批量孵育專精特新 「小
巨人」，激勵企業創新發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宣講會上，福田區工信局聯合統計局召開了 「小升
規」統計培訓、先進製造業政策宣講會及融資對接

會。宣講會為企業講解統計報表填報及相關注意事項
的同時，特別宣講了福田區支持製造業發展若干措
施，向企業大力宣傳福田正全力打造都市型先進製造
業高地的相關政策，同時指導企業使用政策智能申報
平台。

「引導轄區中小製造業企業 『小升規』 『規作
精』，在促進企業提升創新能力及核心競爭力的同
時，有利於提升福田區都市型先進製造業的整體實
力。」福田區工信局負責人介紹，規上企業是經濟發

展的重要支撐，是常規統計監測的主要對象，其入庫
的質和量，對全面如實反映福田區經濟社會發展、質
量效益提高、產業結構優化、轉型升級提速起着積極
推動作用。

據了解，今年2月以來，福田區已經連續舉辦了數
場 「專精特新」企業政策宣講及融資對接會，聚焦企
業需求，大力幫助企業進一步知曉 「專精特新」政策
「全貌」，吃透政策 「紅利」，感受政策 「溫度」，

精準支持，力促批量孵育專精特新 「小巨人」。

深圳福田引導培育專精特新 「小巨人」 企業

近日國內黃金消費已趨於冷靜。 記者 伍敬斌攝

亞洲著名航海家、香港遊艇會首任華人
會長龐輝（左）接受本報採訪。

記者 喬凱攝 中國盃帆船賽開賽儀式。 記者 蔡易成攝

較早前，國內某黃金展銷會現場。 受訪人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