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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局消息有利
加元傾向反彈
加元本周二在1.0285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已於
本周四反覆走高至1.0230附近。由於美國聯儲局在
本周三晚表示將會保持其每月850億美元的寬鬆措
施規模不變後，已迅速引致部分投資者掉頭吸納
商品貨幣，因此各主要商品貨幣均已於周四時段
持續表現偏強，再加上聯儲局亦已認為美國經濟
已是有好轉傾向，所以當加國經濟將會進一步受
惠於美國經濟改善的情況下，預期加元將會續有
反覆上調空間。
另一方面，加國以及澳洲均於2月份出現了遠好
於市場預期的就業數據後，連帶紐國亦於本周四
公布了強勁的第4季經濟增長，因此受到各主要商
品國經濟均已有明顯轉強傾向的影響下，部分投
資者已認為商品國貨幣稍後將逐漸有掉頭升息的
壓力，該情況將有利加元的進一步反彈。
此外，加國零售銷售在12月出現了2.1%的跌幅
之後，市場現時已是頗為關注加國將於本周四晚
公布的1月份零售銷售數據是否已有明顯改善，故
此若果該數據一旦是好於預期，則加元將有機會
突破上周位於1.0180附近的主要阻力位。由於美國
聯儲局的會議結果已顯示聯儲局的超寬鬆貨幣政
策在現階段仍沒有鬆動的傾向，所以不排除商品
貨幣在經歷了2月份的顯著下跌後，將會逐漸掉頭
反彈，預料加元將反覆走高至1.0100水平。

金價反彈後轉上落市
周三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4月期金收報1,607.50
美元，較上日下跌3.80美元。雖然現貨金價在近日
的反彈已是略為受制於1,615美元附近阻力，但受
到美國聯儲局仍傾向維持其超寬鬆貨幣政策不變
的影響下，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徘徊於1,590至
1,62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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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小型股基金前景正面
儘管美國密歇根大學消
費者信心指數3月份的
71.8初值，終止了道指的

據基金經理表示，即使標普500指數今年漲了9.29%，而羅素
2000指數的12.08%漲幅更是超越了創了新高的道指，然而正當
VIX指數來到2007年2月最低水平的同時，芝加哥期交所的羅素
2000指數卻來到2004年有紀錄以來的新低，表明市場對後者指
數相關企業的還是樂觀的。

連收十連紅，然而羅素
2000指數當天僅微跌了
0.06%，因此即使美國
本土經濟態勢有一些小
波折，但憧憬相關小型
股還可承接經濟復
甦的勢頭，可
留意收集相關
基金佈局建倉。
■梁亨

企業受惠經濟持續復甦
而 作 為 北 美 運 集 裝 箱 貨 運 公 司 的 S w i f t
Transportation(SWFT) ，1月時公布的季度業績就體現透過聯
運貨物模式，降低成本之餘又可充分受惠利用當地經濟復
甦環境，比如公司當季的9.22億元(美元，下同) 收入雖然同
比只增加7.2%，但還是高於市場預測的8.81億
元。
當季的9.226億元每股38美分盈利不僅同比
增長31%，比市場預測的24美分更是高出
58%。由於經濟態勢使得當地今年1月貨運
運輸的總噸數來到近5年來的最高，使得股價
今年已漲了62%。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美盛銳思美國小型資本機
會基金為例，主要是透過不少於70%的總資產投資

美國小型公司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美盛銳思美國小型資本機會基金 C Acc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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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美國小型公司基金 AA

英鎊續反彈 政策限漲幅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周三繼續推進積極的經濟
刺激措施，儘管經濟形勢有改善，其指出失業率仍較
高、政府面臨的負面財政因素和海外風險是作出該決
定的理由。美聯儲對國內經濟改善的信號予以肯定，
不過主席伯南克表示，就業市場並沒有重大改變，並
指出較緊的財政政策是美聯儲一直保持如此積極的刺
激措施的原因之一。多數決策者認為，購買美國公債
和抵押支持債券在拉低長期借款成本，並給經濟增長
和創造就業提供有力支持。
英鎊兌美元周三觸及兩周高位，此前英國財政大臣
歐思邦沒有如一些市場人士所預期的，在公布預算案
時調整英國央行通脹目標以刺激經濟成長。另外，最
新的英國央行政策會議紀錄顯示，支持進一步購債的
決策者人數不及市場預期，也提振英鎊，因原本押注
英鎊走軟的投資人被迫要回補空頭。英鎊兌美元升至3
月初來最高的1.5185美元，之後縮減升幅。

無加碼買債 空倉盤回補

金價：現貨金價續於1,590至1,620美元上落。

於市值低於25億美元市值的美國公司股票投資管理組合，以達
致長期資本增值的目標。
該基金在2010、2011和2012年表現分別為33.4%、-12.79%及
20.87%。基金平均市盈率和標準差為14.88倍及24.82%。資產百
分比為93.25% 股票及6.75% 貨幣市場。
資產行業比重為22.46% 資訊科技、19.3% 工業、14.48% 金
融業、13.42% 非必需品消費、9.61% 基本物料、6.41% 能源、
3.47% 健康護理、0.75% 必需品消費及0.42% 電訊服務。
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0.82% Swift Transportation Corp.、
0.76% LaSalle Hotel Properties及0.74% Radian Group。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

金匯 出擊

金匯錦囊
加元：加元將反覆走高至1.0100水平。

2013年3月22日(星期五)

周三公布的3月6-7日央行會議紀錄顯示，英國央行
擔心英鎊進一步走弱，而且針對為英國遲滯經濟提供

07:50 日本 前周投資外國債券。前值買超7,644億
前周外資投資日本股票。前值買超

更多助力一事，央行仍陷於僵局。央行決策官員以6:3
的表決票數反對重啟央行買債計劃，這個票數與2月會
議相同，一些官員擔心擴大資產購買可能導致英鎊走
弱的不利結果。不過，英鎊漲勢可能短暫。儘管英國
財政大臣歐思邦維持英國央行2%的通脹目標不變，令
一些投資人感到失望，但歐思邦對英國央行政策使命
的最新觀點，支持非常規政策舉措。這可能為下一任
英國央行總裁卡尼7月上任時推出更激進的貨幣寬鬆舉
措鋪平道路。英鎊上漲，也受助於一些投資人在美國
聯儲會公布政策決議前降低美元多頭頭寸；美聯儲決
策者料將繼續推行刺激舉措以支持美國經濟。

短線反彈阻力1.52
英鎊今年是繼日圓之後表現最差的主要幣種，英鎊
兌美元已貶值7%，兌歐元則跌5.5%，因英國經濟有三
度衰退之虞，且有可能進一步寬鬆貨幣政策。英鎊上
周觸及33個月低位1.4829美元，雖然進入本周稍作回
穩，但由於英國疲於應對經濟增長接近停滯的局面，
而且面臨進一步的減支舉措，英鎊的反彈或容易受到
打壓。

11,219億
15:45 法國 3月企業景氣指數。預測90。前值90
17:00 德國 3月Ifo企業景氣判斷指數。預測107.6。
前值107.4
3月Ifo企業現況指數。預測110.4。前值
110.2
3月Ifo企業預期指數。預測104.9。前值
104.6
英鎊兌美元自今年年初高位1.6380，跌至上周二低見
1.4829，跌幅逾1,500點；圖表亦見RSI及隨機指數均已
徘徊在超賣區域好一段時間，應慎防英鎊正潛伏 較
大力度之反撲。預計上方較近阻力在1.5200/20，於過
去兩周英鎊之回彈幅度正是受制於此區，故需突破此
區，才見英鎊略為回穩之跡象進一步將看至1.5320。倘
若以黃金比率計算，38.2%及50%之反彈水準可至
1.5425及1.5610。反之，若英鎊持續受壓於1.52水準，
則仍見處於承壓試低走勢，支持料可至1.50及1.48，關
鍵則會指向1.4610水平。

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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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具領導地位的管道燃氣

得獎會員買家獲贈禮品總值43.8萬

■永隆銀行副總經理張東、財富管理部主管趙慧玲與
Pontet Canet莊主Melanie Tesseron拍照留念。

RESIDENCE

藉 永隆銀行80周年誌慶，為與客戶共同慶祝這個重要
里程碑，永隆私人財富管理特別於今年2月26日，假永隆
銀行總行私人財富管理中心舉行「Pontet Canet 100 分的
大師班約會」
，約30位貴賓可以率先參加由法國波爾多名
莊Pontet Canet的莊主Melanie Tesseron主持的大師班，她
更精挑細選了6款出色年份的Pontet Canet佳釀，當中包括
被著名酒評家Robert Parker列為100滿分的2009年「Magic
20」
。
當晚，活動先由副總經理張東的歡迎辭揭開序幕，然後
由新城廣播數碼財經台總監鄧威信介紹Melanie Tesseron出
場，Melanie帶領各位貴賓遊走左岸波爾多，於豐富的顏
色層次、香氣與味道之間感受酒莊的獨特氣息。從每一位
貴賓的笑容和滿足的表情，看得出他們都很享受品嚐不同
年份的獨特性格及士多啤梨、朱古力、香草、皮革等不同
氣味的火花。品鑑會完結後，客戶紛紛與本行管理層及莊
主交流品酒心得及合照留念。活動於一片愉悅的氣氛中結
束。
永隆私人財富管理誠意為尊貴的客戶提供全方位的財富
管理服務外，同時致力籌辦獨特的增值活動及社交平台，
讓客戶的生活添上無限色彩。

新「RESIDENCE譽」，首個項目「RESIDENCE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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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理想，將繼續開放展覽廊及示範單位，歡迎新地會
會員攜同親友蒞臨參觀，親身感受項目酒店式生活美
88」是區內唯一低密度精品酒店式住宅，開創優尚自 學，領略品牌住宅生活新體驗。」
新地會董事總經理謝文娟表示：「
『RESIDENCE譽
主的品牌住宅生活新指標。為慶祝新地會邁向18周年
及回饋會員的長期支持，「RESIDENCE譽88」及新地 88』引入精品酒店式設計及服務，配合品牌式型格會
會特別於項目推售期間獨家呈獻「RESIDENCE譽88」 所，吸引大眾注目。項目及新地會早前特別為推廣期
置業有禮譽滿88大抽獎，並舉行頒獎禮。
內認購單位的會員，呈獻新地會『RESIDENCE譽88』
新地代理業務部項目總監（銷售）張卓秀敏表示： 置業有禮譽滿88大抽獎，反應熱烈。正式頒贈獎品予
「
『RESIDENCE譽88』自開售以來，憑藉獨特的品牌概 各得獎會員買家，每位可獲得Samsung平板電腦乙部，
念、酒店式設計及優越地理位置，一直備受市場追 獎品總值約43.8萬港元。新地會將為會員送上更多精彩
捧，其中更包括新地會會員的熱烈支持。項目銷情持 活動及豐富優惠，以回饋會員的長期支持。」
鴻基地產旗下全新概念式品牌住宅系列

中 營運商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國 （中國燃氣）宣佈，繼近期獲納
入 生中國內地100指數（於
燃 2013年3月4日起生效）後，獲
納入富時中國指數系列，由
氣 2013年3月15日辦公時間結束起
列 生效。
董事總經理兼總裁劉明輝表
示：「集團創立短短十一年，
入 我們很高興中國燃氣獲列為兩
富 個認同性高的指數之成份股。
時 這不僅反映我們努力發展業務
的成果、認同集團過去十年的
指 驕人佳績，更可加強投資者對
集團的信心。獲納入該等指數
數 系列的成份股，將有助提高中
國燃氣在國際投資界的知名
系 度，同時擴闊集團的股東基
列 礎。展望未來，集團將繼續專
注推行增長策略，並致力為股
東創造更高價值。」
自2013年3月富時中國指數及
富時香港指數系列的年度回顧
後，中國燃氣獲納入為富時中
國指數、富時香港指數及富時
香港除H股指數的成份股。富
時股票指數內所有公司均自由
浮動調整，通過流動資金篩
選，並符合已公佈的清晰規
例。這是繼中國燃氣在 生指
數系列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
季度的回顧後獲納入 生中國
內地100指數之後，再次獲納入
為指數成份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