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商品價格普遍走穩，帶動商品貨幣持穩向上，紐
元表現尤佳，兌美元升至最高0.7999。此外，上周政府
稱將早於一些市場人士的預想恢復預算盈餘，亦是令紐
元升幅超越澳元的重要因素。新西蘭政府稱，計劃在未
來四年內削減支出並出售資產，以達到預算平衡。實現
平衡的目標時間比市場的預期早一年，減輕了新西蘭主
權債信評級被調降的風險。新西蘭預計，2011/12年度
凈債務與GDP之比為26.2%，2012/13年度達到28.5%；
2011/12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為1.8%，
2012/13年度為4.0%；2011/12年度通脹率為3.1%，
2012/13年度為2.4%。穆迪在新西蘭公佈其預算後表
示，該國已採取將預算重回正軌的舉措，符合穆迪Aaa
評級，並稱其穩定的展望維持不變。

可望重上80關
走勢分析，紐元兌美元上周收報0.7940附近，此處是5

月2日-16日這行跌勢的50%回檔位，亦是25天平均線所
在。較近支撐預計為0.7850。此外，紐元兌美元自5月2
日於0.8119回挫後，於5月5日觸低至0.7810，之後則見維
持於0.78至0.80區間上落，後市需見突破此區間才可確定
較明確走向。以黃金比率計算，38.2%及50%之回檔位將
可看至0.7730及0.7615，擴展至61.8%則為0.75水平。上方

阻力則預估在0.80關口，至於5月2日高位
0.8119則仍會是關鍵阻力所在，破位下一
級上試目標將看至0.82水平。

日本方面，上周數據顯示，日本1-3月
國內生產總值(GDP)下滑0.9%，是分析師
預估下滑幅度的近兩倍，環比年率則是
萎縮3.7%，市場預估為萎縮2.0%。日本
第一季經濟萎縮程度遠超乎預期且落入
衰退，3月發生的強震、海嘯及核危機三
重打擊，重挫企業和消費者支出，並搞亂
供應鏈。至周五，日本央行維持貨幣政策
不變，利率保持在0-0.1%區間，並維持資
產購買計劃10萬億日圓上限不變。央行或
將需要等待更多有關經濟復甦時間的線
索，且只有在市場突然出現動盪或者產出
更長期中斷，損及信心和支出的情況下，
才會動用其有限的政策選項。

美元兌日圓走勢，由於近日處80上方區
間爭持，這個整理局面似乎正接近尾聲，
MACD與訊號線已見形成交叉，此外， STC亦已見脫出超
賣區域揚升，均示 美元的上升傾向，後市將待價位進一
步確認，先會以100天平均線82.20為阻力，上周亦見美元受

阻於此區，若本周能突破應見較明顯之後續上揚走勢，擴
展至50%及61.8%之回檔位將會看至82.60及83.30，另一重要
阻力在250天平均線83.90水平，關鍵則會指向85.50水平。

投資理財責任編輯：劉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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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斯
金匯出擊

美元兌日圓匯價上周在80.65附近獲得較大
支持後，其走勢已進一步有所偏強，在先後
向上衝破81.00及82.00水平後，更一度於上周
四反覆走高至82.20附近的3周高位。但這次
美元兌日圓匯價的升幅能擴大至82水平，主
要還是受到日本公布今年首季經濟按年下跌
3.7%所引致，故此當投資者在消化了該數據
之後，美元兌日圓已逐漸回吐其早前的升
幅，並且更一度於上周五反覆回軟至81.50附
近才能暫時穩定下來。

由於日本在受到3月11日大地震以及其後
的核洩漏打擊後，部分投資者早已認為日本
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將會陷入衰退，但日本央
行於上周五的貨幣政策會議上卻反而沒有進
一步寬鬆其貨幣政策，該情況亦是令日圓所
受到的下調壓力暫時有所紓緩的原因之一，
故此不排除美元兌日圓匯價將會略為回吐其
上周的升幅。此外，受到歐元區債務危機影
響，歐元兌美元上周的反彈在明顯受制於
1.43水平後，已迅速回落至1.41水平，因此連
帶商品貨幣亦遇到一定的下調壓力，而歐元
兌日圓以及加元兌日圓等交叉匯價於上周尾
段的顯著回軟，亦可能不利於美元兌日圓的
短期表現，所以預料美元兌日圓將略為回軟
至80.80水平。

金價反彈上試1525美元
上周五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6月期金收報

1,508.90美元，較上日升16.50美元。金價上
周尾段在顯著向上衝破1,500美元水平後，6
月期金更一度走高至1,515.80美元水平，該情
況亦已令金價的市場氣氛有所改善，故此預
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525美元水平。

回吐壓力大■
■美元兌日圓偏軟

馮　強金匯動向

美高收益債基金具吸引力
據高收益債基金經理表示，全球高收益債券主要發行企

業有八成以上為美國企業，在企業業績支撐下，企業評級
調升/調降比已經創下1996年以來的歷史新高紀錄，讓今年
以來高收益債券指數表現在各類債券指數中略高一籌。

此外，美國企業來自海外收入貢獻目前約35%盈利左右，
美元貶勢恐將繼續，讓這部分海外收入入帳可受惠兌匯收
益，提升企業信用評等升級之餘，進而降低相關高收益債
風險貼水，從而產生資本利得。

即使日本強震影響日本本身的經濟增長率，但對全球的
實質GDP增長率衝擊極小，因此憧憬經濟溫和增長，讓高
收益債可受惠企業財務結構的改善，現階段還可以收集高
收益債基金建倉。比如佔近三個月榜首的保誠美國高收益
基金，主要是透過在美國市場發行、以美元計值的BBB-以
下評級高息債券分散組合。

基金在2008、2009和2010年表現分別為-24.93%、36.75%
及11.64%。資產百分比為92.16%債券、3.99% 其他及3.85%
現金。基金標準差為15.33%。

資產信貸評級為52.6%BB級、30.7%B級、6.4%未予評級及
1.7%A級。基金三大債券比重/收益為2.23%Ford Motor
Credit Co Llc /8.125% 15-03-2032、1.68% International Lease
Finance Corp 8.75% 31-12-2049及1.42%  Sprint Capital Corp./

6.875%  30-04-2020。

美高收益債違約率降至0.8%
雖然市場對美聯儲於年內加息預期低，但全球大主要央

行包括歐洲央行已進入加息期，高收益債對利率的敏感程
度低，與景氣的關連度關係較大，美國高收益債券違約率
也下滑到0.8%，在景氣持續回暖，企業盈利支撐下，高收
益債表現依然亮眼。

恢復盈餘預算 紐元跑贏澳元

標普500指數成份股第一季盈利表

現優於市場預期約70%，盈利率優於

市場預期6.9%以上，由於市場憧憬

企業盈利增長可降低可能發生的違約

或信評調降風險，因此就EPFR統計

來看，截至本月中，高收益債券基金

已連續七周有淨資金流入，而美國高

收益債券基金也以近一個月的平均

1.01%漲幅，居債券基金表現榜前

列。美元貶值及經濟溫和復甦均有利

企業財務結構改善，故美高收益債基

金可收集建倉。 ■梁亨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略為回軟至80.8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525美元水平。

投資投資 攻 略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
日期 國家 香港時間 報告 預測 上月

23 無重要數據公布

24 英國 4:30PM 四月份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 186億

美國 10:00PM 四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 30.0萬

25 日本 7:50AM 四月份貿易盈餘(日圓) - 1964.6億

英國 4:30PM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修訂) - +0.5%

美國 8:30PM 四月份耐用品訂單 - +4.1%

26 日本 7:50AM 四月份企業勞務價格指數# - -1.2%

德國 3:00PM 四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 +11.3%

美國 8:30PM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修訂) - +1.8%

27 德國 3:00PM 五月份消費物價指數#(修訂) - +2.4%

歐盟 6:00PM 五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 106.2

6:00PM 五月份歐元區消費情緒指數 - -11.6

6:00PM 五月份歐元區工業情緒指數 - +5.8

6:00PM 四月份歐元區M3貨幣供應# - +2.3%

美國 8:30PM 四月份個人收入 - +0.5%

8:30PM 四月份個人開支 - +0.6%

9:55PM 五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修訂) - 72.4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
日期 國家 香港時間 報告 預測 上月

16 歐盟 6:00PM 三月份歐元區貿易數字(歐元) 28億 30億 R

(盈餘) (赤字)

6:00PM 四月份歐元區消費物價指數# +2.8%+ 2.7% R

17 英國 4:30PM 四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4.5% +4.0%

美國 8:30PM 四月份建屋動工(單位) 52.3萬 58.5萬 R

9:15PM 四月份工業生產 0.0% +0.7% R

9:15PM 四月份設備使用率 76.9 77.0 R

18 英國 4:30PM 五月份失業率 7.7% 7.8%

19 英國 4:30PM 四月份零售額 +1.1% +1.3%

美國 10:00PM 四月份二手房屋銷售(單位) 505萬 509萬 R

10:00PM 四月份領先指標 -0.3% +0.7%

20 德國 3:00PM 四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6.4% +6.2%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5月2-27日)

(5月16-20日)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回報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保誠美國高收益基金 A 2.99% 6.32%

Wells Fargo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I Acc 2.98% 5.41%

德盛美元高收益基金 IT 2.85% 6.60%

美盛西方資產美國高收益基金 A 2.68% 6.16%

Janus 美國高收益基金 I USD Acc 2.61% 5.63%

創利德(盧森堡) 美元高收入債券基金 AU 2.48% 5.03%

聯邦國際基金-高收入發展基金 2.41% 5.47%

MFS全盛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I1 USD Acc 2.39% 5.19%

富達 美元高收益基金 A  ACC 2.37% 5.58%

2011年2010

84.5

80

77.5

10天線
20天線 5月20日

報價：81.71日圓50天線

2112 3 4 5月

日圓
美元兌日圓

B5 責任編輯：劉理建 2011年5月23日(星期一) 經貿訊息

江門定位珠三角西部中心 海南量身訂做「港客遊」

西安保稅區給力西部「出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娟、李

曉燕 西安報道）國務院近日正式批准在陝西西安設立綜合保稅區，

意味 西部內陸地區擁有近在咫尺的「出海口」，也代表 從2009年

以來一直被作為國家戰略推進的西安國際港務區建設邁出實質性步

伐，有望成為西部乃至中國新一輪經濟發展的重要引

擎。

長春軌道交通展
月底召開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崔月 長春報道）第

二屆中國（長春）國際軌道交通展覽會將於5月
24日至26日在吉林省長春舉行。此次博覽會以促
進國內外行業技術交流與合作為宗旨，力求推動
吉林製造裝備業的發展。屆時近300名國內外相
關領域專家、學者及企業負責人將齊集長春，共
商城市軌道交通發展。

據了解，報名的參展商有來自美國、瑞士、德
國等14個國家和地區共158家企業，其中境外企
業47家，境內企業111家，包括奔馳、日立、現
代等世界500強企業。

政府空調採購
格力蟬聯「大滿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殿晶、張廣珍 珠海報

道）2011年中央國家機關空調集中採購項目的中
標名單近日出爐，珠海格力電器公司蟬聯「普通
民用定速空調、普通民用變頻空調、特殊民用空
調、商用空調及精密恆溫恆濕空調」五項招標項
目的「大滿貫」。

格力電器作為唯一連續兩年奪得政府採購空調
項目「大滿貫」的企業，中央國家機關政府採購
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今年政府採購招標審查更
為嚴格，格力電器脫穎而出得益於其擁有過硬的
科技技術。據了解，格力的超高效定速壓縮機、
1赫茲低頻控制等技術，經國家部門鑒定，均達
到「國際領先」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

江門市城市總體規劃（2011年至2020年）
日前獲國務院批准。

該《總體規劃》中，首次提出江門為
珠江三角洲西部的中心城市，未來十年
市區空間分為北部、南部、西部三大板
塊。

江門市城鄉規劃局有關人士解讀，江
門向南北拓展將是未來城市規劃的重點
方向。

對比前一版總體規劃，即《江門市城
市總體規劃（1994-2010）》，其城市定位
有一些變化，提法從「珠江三角洲西部
重點發展城市之一」改為「珠江三角洲
西部的中心城市和門戶城市之一」，

「以現代製造業、商貿物流業和文化旅
遊業為主導的濱水城市」。

對於這一提法變化，江門市城鄉規劃
局局長林健生認為，相比過去10年，江
門調整行政區劃，增加新會及棠下、杜
阮和荷塘三鎮進入市區，有承載更大城
市功能的空間。另一方面，廣東西部沿
海鐵路、珠三角城際軌道網等區域交通
設施對江門市產生重大影響，他認為，
隨 珠三角一體化進程加快，江門城市
功能進一步提升，未來發展目標也更
高，在區域內的城市定位隨之提升。中
心城市之一這個表述，就是用法定的城
市規劃來明確江門在珠三角城市群裡的
定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實習記者

安莉 海口報道）以「創意、創新、顧客
化精準營銷」為主題的「海南國際旅遊
島旅遊線路創新設計大賽」日前在海南
省海口落下帷幕，共評選出25條最佳旅
遊線路及多條優秀線路設計，包括針對
香港市場遊客特別設計的「雨林森呼
吸」、「風光無限 奢華度假」、「假期
隨心」自助遊等全系列高端產品組合。

25旅遊線路招四方客
本次活動重點為突出海南島「陽光海

岸、神秘雨林、特色民俗」的休閒度假
特點，當中獲獎的線路有「環海南島熱
帶濱海觀光體驗遊」、「尊享海岸」、

「民俗文化之旅」、「西線特色探奇
遊」、「雨林探秘」、「七洲列島海洋探
奇體驗遊」等6條全島整體線路產品，
以及針對國內不同地區和海外市場的不
同產品組合。

海南旅遊委副主任陳鐵軍表示，這
些獲獎的旅遊線路產品是海南今後一
段時期開拓海內外市場的主推產品，
也是引導旅遊消費和市場趨向的重要
產品。

海南省旅遊委將從多個方面宣傳、推
廣，將創新成果轉化為經濟成果，並通
過連續創新實現海南旅遊持續、快速、
健康發展，進一步增強海南旅遊的國際
吸引力。

擁有西安國際港務區，西部地區就轉
化成經濟學意義上的「沿海地區」，就
可以實現「港口後移、就地辦單、海鐵
聯運、無縫對接」，也就具有將國際海

洋運輸網與內陸運輸網連為一體的優
勢，就可以直接融入世界經濟大循環。

構建面向世界新平台
在不沿江、不沿海、不沿邊的內陸

「造港」確實有些匪夷所思，但正是這
大膽的設想破解西部經濟發展的瓶頸。
臨港產業發達能夠帶動區域經濟快速發
展，這一現代經濟學理論已被中國改革
開放以來的實踐所證實，東部地區因為
具有沿海區位優勢一直領跑中國經濟。
正因為「港口」要素對區域發展至關重
要，因此，當內陸西安大膽提出建港請
求後，該提議被迅速上升到國家戰略。

從中國經濟發展佈局看，在西安建設
國際港務區意義重大，西安是中國的地

理「幾何中心」，又是歐亞大陸橋中國
段最大的中心樞紐城市。在這裡建港其
輻射範圍東可至山東省東部，北可至京
津唐地區，西能達阿拉山口，南可以延
伸到四川南部。重要影響圈包含8個
省，15個地級市以及3個直轄市，土地面
積37.7萬平方公里。西安國際港務區建
成後，將成為中國內地直通東南沿海、
港澳台、亞太、歐美等地重要的開放門
戶，大半個中國的貨物可以通過這裡直
達亞、歐，這裡將是中國面向世界經濟

的新平台。

平衡東西部協調發展
另外，西安國際港務區的重要作用還

體現在能夠促進東西部互動，通過西部
資源優勢與東部產業優勢對接，平衡東
西部協調發展。此外，國際港務區的口
岸服務功能降低國際貿易和國際物流成
本，將會吸收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聚
集，推動西部經濟融入全球經濟大循
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殿晶、歐曉紅、張廣珍 珠海報道）珠海台灣農
民創業園（簡稱台創園）日前舉行項目推介會，合
計簽約10個項目，投資總額1.27億元人民幣。台創
園主任馬明安表示，簽約項目具有台灣特色農業、
現代農業、精緻農業的代表性。

珠海台創園引10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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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綜合保稅區有助西部地區實現「港口後移、就地辦單、海鐵聯運、無縫
對接」，促進國際海洋運輸網與內陸運輸網連為一體。

■西安市副市長、西安國際港務區管
委會主任韓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