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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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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路透短觀製造業景氣判斷指數。前值+17

1月企業景氣指數。預測100。前值100

1月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初值。預測
47.5。前值47.0

1月Markit服務業PMI。預測48.1。前值47.8

1月Markit綜合PMI。前值47.3

1月Markit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4.6。前值54.3

1月Markit服務業PMI初值。預測54.0。前值53.5

1月Markit綜合PMI初值。前值55.0

1月Markit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3.0。前值52.7

1月Markit服務業PMI初值。預測51.4。前值51.0

1月Markit綜合PMI初值。預測52.4。前值52.1

1月工業聯盟(CBI)零售銷售差值。預測+25。前
值+34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1月18日當周)。預測32.6
萬人。前值32.6萬人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前值33.5萬人

持續申領失業金人數(1月11日當周)。預測293.5
萬人。前值303.0萬人

12月聯儲全國活動指數。前值0.60

11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2%。前值-0.1%

11月扣除汽車零售銷售年率。預測+0.3%。前值+
0.4%
1月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初值。預測
55.0。前值55.0
11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價指數月率。前值+
0.5%

1月消費信心指數。預測-13.0。前值-13.6

12月成屋銷售年率。預測495萬戶。前值490萬戶

12月領先指標。預測+0.2%。前值+0.8%

馮 強金匯 動向 馬股基金有低吸價值

央行料續寬鬆 歐元整固上落
美元在周二早段一度上漲，

受助於美國公債收益率上揚，
因又有傳言稱美國聯邦儲備理
事會(FED)下周可能宣布進一步
削減購債刺激措施。《華爾街

日報》網站報道稱，美聯儲可
能在1月28-29日政策會議結束
時宣布進一步縮減每月的購債
規模，從目前的750億美元降
至650億美元。該消息公佈後

美債收益率上漲，提振
了美元。另一邊廂，在
德國公佈的1月經濟景氣
判斷指數低於預期後，
歐元一度下滑，歐元兌
美元日低觸及 1.3515，
其後輕微收復失地，轉
為小漲至1.3560水平收
盤，因美國公債收益率
轉跌。智庫ZEW月度調
查顯示，1月德國經濟景
氣判斷指數降至61.7，去
年12月曾升至近八年高
點62.0。目前市場仍預計
歐洲央行將維持寬鬆貨
幣政策，如果貨幣市場
流動性吃緊，並可能進
一步降息。

失守100天線 下位支持1.35
圖表走勢所見，歐元

兌美元上周五跌破100天

平均線，亦是歐元挫跌的部分
原因，而至到收盤，雖然歐元
稍為縮減跌幅，但仍未能修復
100天平均線。再者，近兩周
歐元之爭持區間底部1.3550亦
為失守，估計本周早段預料歐
元仍見下跌空間。估計向下支
持可看至1.35及1.34水平，關
鍵則為去年11月低位1.3295。
現 階 段 預 計 較 近 阻 力 在
1.3580，關鍵於 25 天平均線
1.3670，歐元上周早段連日衝
試此區卻未許突破，故將連同
1.37關口作為重要依據。
歐元自2008年7月份觸高於
1.6038以後，則持續一浪低
於一浪的走勢，月線圖可見之
後的兩個頂部分別為2009年11
月的 1.5144 及 2011 年 5 月的
1.4939；過去五年走勢整體於
一個大型平底三角形內運行，
下底在1.2050，交疊200個
平 均 線 ； 三 角 頂 部 見 於
1.3890，在去年12月27日的一
浪急漲中已作了初次到訪，但
未能突破，將續為中期走勢的
一道重要阻力。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英鎊上周在1.6310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持續反彈，並
於本周三反覆走高至1.6550美元附近的3周高位。今次英鎊
反彈幅度能擴大至1.6550美元水平，除了受到英國上周公布
12月零售銷售按年上升5.3%，處於9年來最大增長幅度，
令市場認為英國央行將有機會在明年作出升息行動之外，英
國本周三公布9月至11月失率下降至7.1%的差不多5年低
點，極為接近英國央行早前表示傾向失業率在下降至7%時
開始升息的門檻，均是導致英鎊升勢持續的原因之一。
雖然英國央行在1月8日至9日進行的會議紀錄中，表明
不會在失業率處於7%時便急於作出升息行動，但隨英國
失業率顯著下降，不排除英國央行將會提高升息門檻，並拖
延至明年首季才會考慮升息，以協助英國經濟的改善。因此
市場認為英國央行將會較歐美等主要央行率先升息的影響
下，英鎊稍後將有機會向上突破過去接近兩年半以來位於
1.6600至1.6620美元之間的主要阻力區，有利英鎊的短期表
現。受到歐元兌英鎊交叉匯價周二下跌至0.8180水平的1年
來低位，同時英鎊兌瑞郎交叉盤又攀升至14個月高位的帶
動下，預料英鎊將反覆走高至1.6690美元水平。

金價回調 短線仍看反彈
周二紐約2月期金收報1,241.80美元，較上日下跌10.10

美元。市場擔憂美國聯儲局可能在下周的政策會議上進一步
縮減購債規模，美國長債收益率周二曾短暫抽升，導致現貨
金價一度下滑至1,235美元水平，並且於周三時段大部分時
間均處於1,238至1,243美元之間的活動範圍。現貨金價過去
一周仍能暫時持穩1,234至1,235美元之間的支持位，在美國
長債收益率回落至2.82厘下，聯儲局在下周會議進一步縮減
買償規模機會不大，短線有望向1,250/1,276推進。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走高至1.669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轉穩，反彈目標1,250/1,27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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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股去年連續第5年取得正增長，30大綜指成份股
中，共有22隻股或73.33%全年呈漲，而2013年表現

最佳的成份股是獲得調漲電費的國家能源，該股全年漲4.44
令吉或63.98%，至11.38令吉，為股東和持股基金帶來亮麗
的助益。
因此，即使開年起全球股市在缺乏顯著刺激因素的情況

下，馬股的交易日是跌多升少，也只是投資者在年終的櫥
窗粉飾效應後的鎖定獲利反應。

中國對東盟貿易 大馬佔達25%
由於去年馬來西亞與中國的貿易總量達1,061億美元，佔

中國對東盟貿易總額近25%，隨全球經濟在2014年預計
好轉，外圍需求料提振亞洲國家出口，讓馬來西亞在亞洲
國家出口提振上分一杯羹。

而大部分於馬來西亞的投行、研究機構仍相信馬股今
年會有不俗的增長，綜合馬來西亞國內10家投行、證
券研究機構對綜合指數2014年的預測，可見大部分分
析員仍相信馬股年底可以達到1,900點。

投行看好今年馬股見2030點
最樂觀的聯昌國際將大盤的目標價從原本的
1,920 點，上調至 2,030 點，即較現水平上升
8.78%，是因為前幾年困擾市場的大選政治不
確定性因素已經消除，接下來的的焦點將在
經濟及股市，只要大馬政府積極推行的經濟
轉型計劃成為主導經濟及股市表現的關鍵因
素，將有望帶動馬股啟動補漲行情。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摩根馬來西亞基金為

例，主要是透過不僅限於在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

市證券，也包括與馬來西亞經濟有關的證券管理組合，以
實現期資本增長的的投資策略目標。
基金在2011、2012和2013年表現分別為0.12%、14.47%
及 10.71%。基金平均市盈率和標準差為 15.99 倍及
14.92%。
資產行業比重為31.3% 金融業、16.7% 工業、11.9% 公
用、11.8% 電訊服務、9% 非必需品消費、8% 能源、
4.7% 必需品消費、4% 基本物料及1.2% 健康護理。
資產百分比為98.6% 股票及1.4% 貨幣市場。基金三大
資產比重股票為 9.9% 馬來亞銀行、7.4% 聯昌集團及
7.2% 國家能源。

儘管富時馬來西
亞綜合指數去年底
因投資者鎖定獲
利，在最後的一個
周二收低 0.3%至
1,866.96 點，然而
指數全年的 10.5%
漲幅，表現為僅次
於越南的第二佳東
盟股市；倘若投資
者憧憬馬股的吸引
力，會有利其
企業股價後市
動能，不妨留
意佈局建倉。

■梁亨

馬來西亞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摩根馬來西亞（美元）（累計） -0.06% 5.30%
富達馬來西亞基金 A -2.40% 2.92%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4年1月23日（星期四）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地標「雙子塔」外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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