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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復甦 奢侈品基金升溫

英鎊雙頂漸成料下試1.59

央行雖傾向加息
紐元反彈難持久 開雲集團與路威酩軒 路易威登集團本月均公布由於旗下重

要品牌調高價格 使得銷售收入增長減緩 而斯沃琪集團則表
示日圓兌歐元貶值15% 也抑制其銷售增長 然而據Bain & Co
的估計 即使日圓匯價的影响 今年全年的奢侈品銷售還會有
同比2%的增長

即使內地的奢侈品銷售放緩 但Bain & Co估計 今年內
地遊客到國外的奢侈品消費者 已佔全球市場份額的29%
而美國由於房市復甦 今年的奢侈品銷售會有同比4%的增
長 讓服裝 手錶 香水 化妝品 珠寶首飾 皮帶 領帶
和鞋子等奢侈品的銷售達到2,170億歐元 為相關業者的業

績和股價提供動能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百達精選品牌基金為例 主
要是透過不少於2/3總資產投資於生產優質品牌行業
的企業或其產品服務商公司證券管理組合 以實
現資本增長的目標
基金在 2010 2011 和 2012 年的表現分別為

32.46% -9.41%及23.02% 基金平均市盈率和標準
差為18.89倍及21.59%
基金資產行業比重為52.1% 奢侈品 12.3% 食品

飲料與煙草製品 9.8% 家庭用品 9.7% 旅遊 7.2% 休閒
5.7% 汽車及1.6% 健康護理
資產地區分布為 42.1% 美國 19.3% 法國 12.1% 瑞士
8.9% 英國 6.5% 意大利 3.7% 香港 2.7% 德國 2.2% 亞太
地區及0.9% 新加坡
資產百分比為98.4% 股票及1.6% 貨幣市場 基金三大資產比
重股票為5.18% 開雲集團 5.13% 歷峰集團及5.05% 斯沃琪集
團

此外 據瑞信的2013年全球財富報告 過去一年 全球百萬
美元富豪人數增至3,168萬人 當中以美國財富總額增長13%最
高 新興國家增長最多是中國 其次為俄羅斯 韓國和巴西
只要這群富豪對奢侈品需求不減 也將有利相關基金後市表
現

紐元本周初受制83.30美仙附近阻力後，曾一
度於周三反覆下滑至81.90美仙附近。今次紐元
短暫失守82.00美仙水平，主要受到美國聯儲局
會後聲明沒有過於擔憂經濟前景，令部分投資者
認為聯儲局將有機會在明年首季作出退市行動，
再加上市場早前累積了不少美元空倉，因此受到
投資者掉頭回補美元空倉的帶動下，紐元的跌幅
遂擴大至81.90美仙。隨着紐國央行本周四宣布
保持貨幣政策不變，並維持明年可能升息的立場
後，紐元已迅速反彈至82.90美仙附近。
雖然紐國央行仍傾向在明年作出升息行動，但

同時表示紐元強勢將會抑制通脹，反映紐國央行
將可能不會在紐元匯價高企之際升息，令紐元往
後的升息機會出現變數，所以不排除紐國央行將
會待至美國聯儲局明年作出退市行動後，才會收
緊其貨幣政策，該因素將對紐元的升幅構成一定
限制。此外，市場仍認為聯儲局將會逐漸縮減購
債規模之際，美元近日的反彈幅度已有進一步擴
大傾向，故此預料紐元將反覆走低至81.80美仙
水平。

周三紐約12月期金收報1,349.30美元，較上日
升3.80美元。受到美國聯儲局會後聲明較市場預
期為強硬，現貨金價在跌穿1,340美元後，已於
周四反覆下滑至1,330美元附近。此外，美國商
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布截至10月15日當周，對沖
基金及基金經理持有的黃金淨長倉數量下跌26%
至62,526張後，淨長倉數量已是顯著回落，再加
上部分投資者又於聯儲局會議結果公布後趁機沽
金獲利，因此現貨金價稍後將有機會跌穿過去1
周以來位於1,329至1,330美元之間的主要支持
位。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325美元水
平。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周三決定延長支持經
濟的貨幣政策，宣布保持每月850億美元的購債規
模。它對美國經濟成長的看法略顯不太樂觀。美
聯儲局承認經濟信號較弱。
美聯儲局指出，房屋市場復甦勢頭已經有所減

弱，並對就業市場復甦較慢感到有些失望。但
是，美聯儲局亦取消了表達對借款成本上漲表示
擔憂的措辭，顯示其對當前的利率水準更加放
心。美聯儲局維持購債規模不變的決定在市場普
遍預期之中，而其聲明措辭與9月會議後發布的
經濟評估僅有微小差別。央行放棄了之前聲明中
對金融環境提前收緊表示擔憂的措辭，例如對抵
押貸款利率上升的擔憂，使得聲明變得略微強
硬。

不過，聯儲局對就業市場的評價有所減弱，把
最近趨弱的就業數據考慮在內，只是稱就業市場
出現一些進一步改善。同時，聲明亦未有直接提
及本月預算僵局，令至今年12月縮減購債規模的
幾率尚不可全然抹殺。
美國股市周三小幅下跌，美元普遍攀升。英鎊

兌美元則見進一步回落至1.59邊緣，延續過去三

個交易日之跌勢。
技術圖表所見，自9月中至今的英鎊走勢，已見

一組雙頂形態近乎成形，就只差半隻腳，若果英
鎊再下試至1.59水平將會是一個重要關卡，除了
因此區是雙頂頸線以外，在本月早段亦曾多日低
探此區未破，因此，若果此行一舉下破此區，料
會有一定爆發力度。延伸支撐可先看至1.5820及
1.5680，為前兩月累計漲幅的38.2%及50%回吐水
平，61.8%則達至1.5545。若以雙頂的幅度計算，
下試目標則在1.5540。至於短期上方阻力則預估在
25天平均線1.6095及1.6120，關鍵仍在兩個月亦
未能突破之1.6260水平。

美元兌加元方面，在周三美聯儲局議息結果公
布後，一度衝上至1.0496的七周高位，預料漲勢
仍有機會延續，並且向上挑戰1.0510水平，此區
為自7月5日高位1.0608至8月23日高位1.0568延
伸下來之下降趨向線，若可破位，將強化美元之
上升動力；進一步阻力預估在1.0608的年內高位
以及100個月平均線1.0650，關鍵見於1.0850。另
一方面，下方支持預估在 1.04 及 50 天平均線
1.0370，較大支撐則為1.0270。

里巴巴網站披露 集團近期開始分批在北
京 上海 香港等20個城市的高校開展招

聘活動 彭博引述集團校招負責人文德透露 去
年阿里巴巴招聘的170名大學畢業生平均年薪20
萬元 相當於內地城鎮職工平均年收入的7倍左
右 至於即將加入阿里巴巴的2014年度畢業生
他聲稱最高能拿到60萬元年薪 招聘崗位包括工
程師 產品經理 交互設計師等等 並強調 一
旦大學生被錄用 不用操心買房買車的事情 年
收入也不用擔心 有真才實學才最關鍵 阿里巴
巴的薪資待遇是很有競爭力的

報道還透露 阿里巴巴計劃向僱員提供某種形式
的股票薪酬 但集團駐香港發言人Teresa Li拒絕就
薪酬問題置評 獵頭公司iLietou Ltd.的Selina Ge也
表示 阿里巴巴過去對薪酬問題一直口風很緊 估
計60萬年薪很可能只有極少部分人才能拿到

雖然如此 阿里巴巴一向以厚待員工聞名 近
年來更向員工提供無息貸款幫助置業 廣受員工
好評 創始人馬雲今年6月底來港出席活動時曾
解釋 其動機是考慮到 一個公司最大的投資是
什麼 不是設備 是人 在公司有現金之下
他覺得最佳投資就是投資在員工身上 公司如
果作一點點事情 就能幫員工改善生活 為什麼
不做 錢放在銀行 這點破利息 要來幹什麼
還不如給員工 讓他們買房也挺好

事實上 內地大企業早已暗中展開人才爭奪
戰 為吸引 牛人 加盟各出奇招 內地最大的
搜索引擎公司百度早前也 以股代賞 通過股
票的形式提高員工薪資待遇 此外 百度還參考
美國矽谷公司的同行經驗 將一些特殊服務引入
公司 例如提供 像太空艙的休息室 和瑜伽課
程等 令員工享受更好的休閒活動

廣州市蘿崗區昨日
出讓位於雲埔工業區的巨無霸宅地 土地面積為189,520平
方米 折合樓面價為每平方米6,332元 人民幣 下同
該地塊吸引了中海地產 越秀地產 保利地產 萬科及綠地
等參與爭奪 經過近70回合的拉鋸戰 最終被越秀宏景聯合
體以43.5億元拿下 溢價率達45% 扣除450平方米拆遷安
置房後 樓面價已達9,190元/平方米 成為蘿崗區新的單價
地王 同時 也成為該區域地塊總價地王

掛牌資料顯示 YP-P1-1地塊土地用途為二類居住用地
用地面積189,520平方米 本次國有土地使用權掛牌出讓採
用 限地價 競配建 的方式確定競得人 此外 公告要求
競買申請人註冊地址不在廣州開發區 蘿崗區的 受讓地塊
後須在廣州開發區 蘿崗區成立新公司開發建設該地塊
地塊未開拍已獲得五家報價 最高報價來自88號萬科的
88號30.4億元 折合樓面價6,400元/平方米 距離2009年
雅居樂(3383)創下區域地王樓面價僅差742元/平方米 經過
近70回合的拉鋸戰後 僅有越秀地產報出450平方米的配建
面積 最後成交 扣除保障房面積 該地塊樓面價9,120元/
平方米

光大國際（0257）昨宣布
與山東省壽光市政府簽署投資協議，該公司將於壽光市投
資建設危險廢物綜合處置中心，總投資額約為3.9億元人民
幣。

貿發局主辦的秋燈展 國
際環保博覽 香港國際建築裝飾材料及五金展 以及亞洲運
動用品展剛結束 四項展覽共有41個國家及地區2,956家企
業參展 合共有約150個國家及地區近7萬名買家參加 同
比升8%

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表示 四項展覽買家數目有顯著上
升 當中成熟市場包括美加 法國和西班牙的買家數目都見
可觀升幅 馬來西亞 巴西及土耳其等新興市場的買家數目
更錄得雙位數字的增幅 反映環球市場採購氣氛趨樂觀
秋季燈飾展的 小批量採購專區 於4天展期合共吸引逾

8,000買家人次參觀 締造了超過12,000個貿易聯繫 在匈牙
利擁有9家零售店的Vodafone電信合作夥伴Khiesz Attila表
示 小批量採購的概念很好 已於展會的小批量採購專區內
向6個不同的供應商採購手機座及手機外殼等產品 訂單價
值約76,000美元

四大國有內銀均
已派第三季業績表，表現最佳的農行（1288）成為
投資銀行推薦首選，股價昨逆市升1.084%收報3.73
元；中行（3988）不過不失，股價收報3.63元升
0.276%；建行（0939）略遜預期有沽壓，收報6.02
元跌0.166%；工行成績最差，投資者對其有保留，
股價昨下滑0.731%收報5.43元，

高盛證券指，農行首三季淨息差、成本控制、撥
備前盈利及撥備開支均優於預期，期內盈利已達該
行及市場全年預測的82%及86%。而資產質素穩
定，不良貸款率按季收窄1基點至1.24%，新增不

良貸款年率化比率為19基點，大幅低於同業水平。
一級資本比率亦高於第2季，回升至9.35%，但費
用收入增長疲弱，同比僅錄得3%升幅。維持增持
評級，目標價4.6元，是內銀首選。美銀美林維持
農行盈利預測及目標價4.3元不變，仍繼續看好。
美銀美林表示，中行首三季純利上升13.2%已達
該行全年預測的82%，撥備前盈利亦達全年預測的
78%，盈利增長僅次於農行但優於同業。中行第三
季同業活動增加，資產及負債均上升1成，促使淨
息差收窄4基點，與市場走勢大相徑庭，維持盈利
預測及目標價3.9元，評級維持減持。由於中行難
再降低資金成本及調高貸存比率，預期淨息差擴闊
空間有限；但資產質素維持穩定，信貸成本在第三

季跌至25基點，為行內最低。

至於工行的表現，瑞信認為，工行第三季純利增
長8%至670億元人民幣，較該行預期低4%；但首
三季純利增長11%，情況理想。不過該行資產質素
走勢較其他大型銀行為差，年內新增不良貸款260
億元，推算年率化不良貸款率為38基點，高於同業
平均水平的33基點，亦高於農行的15基點、中行
的21基點及建行的26基點，情況令人驚訝。不
過，工行成本控制能力維持良好，首三季淨費用收
入增長達20%，一級普通股本資本充足率高達
10.6%，維持增持評級，目標價6.33元。

投行：四大內銀首選農行

阿里巴巴年薪60萬搶人
■

新 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