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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強金匯 動向

央行憂匯率高企 澳元升勢料受制
澳洲央行總裁史蒂文斯周三淡化國內通脹壓力持續

上升的風險，但提醒投資者不要癡迷於存在泡沫的澳
洲住房市場。史蒂文斯認為，有足夠的跡象顯示低利
率正在刺激需求，利率可能將在較長期時間內保持穩
定。自去年8月以來，澳洲利率就一直保持在2.5%的
紀錄低點。史蒂文斯沒有提到澳元匯率過高，但他確
實指出澳元走勢仍是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他還表
示，基於貿易條件放緩的推測，預計澳元將走軟。

勞動力市場改善 減息機會降
澳元兌美元周三升至四個月高位0.9244，自澳洲上

周發佈強勁的就業報告以來，澳元走勢一直表現強
勁。勞動力市場改善大幅降低了澳洲央行今年降息的
可能性。上個月很多人都重新回到就業市場，全職就
業人數大幅飆升，或暗示澳洲仍顯疲軟的就業市場迎
來轉機。
投資者對中國可能推出更多成長支持政策的期望，

間接也扶助澳元走勢；近期內地一系列令人失望的經
濟數據導致市場認為中國政府或需要推行一些刺激政
策，有可能包括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然而，預料澳元

要再作進一步上揚將要面臨較嚴峻的考驗。澳洲央行
早前曾表示澳元匯率不超過90美分是涉及一段時間利
率穩定在內貨幣政策的前提之一，因此，澳元的持續
強勢將增加央行以言論打壓匯率的風險。澳洲央行長
期以來一直表示，澳元匯率從歷史上看偏高，較低的
澳元匯率有利於經濟平衡。

50天線可視為強弱分界線
技術圖表所見，在本周兩度受制200天平均線之

後，本周澳元終見可衝破200天平均線0.9135，若果後
市可站穩於此區上方，則仍可望維持着上行，進一步
可先看250天平均線0.93及0.9450水平。倘若以去年
10月至今年1月的累積跌幅計算，50%及61.8%則分別
為0.9210及0.9340水平。由於RSI及隨機指數均已介
入超買區域，若果最終澳元匯價還是守不住200天平
均線，下試支持可至0.8990及50天平均線0.8950，過
去一年以來，50天線都可視為澳元走勢強弱的分界
線，而在2月份則一直安守着此指標上方，但後市若失
守，則慎防澳元傾向再陷走弱，進一步支撐料可看至
0.8820及0.87水平。

紐元本周初在85.15美仙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
逐漸趨於偏強，並於周四反覆上揚至86.80美仙附
近的兩年半以來高位。紐國央行本月13日作出升
息行動之後，更表示未來將續有升息活動，使市
場認為紐國央行將有機會在下月24日進一步加
息，導致紐元近期持續處於反覆攀升走勢。
雖然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上周三的發言顯示美
元有機會提早在明年上半年升息，令紐元受壓，
一度回落至85.00美仙附近，但隨着投資者仍傾向
逢低吸納紐元，紐元的回吐幅度已頗為受到限
制，更於近日迅速重上86美仙水平。
另一方面，紐國周四公布2月出口值較去年同
期大幅增加17%，主要受到出口至中國的貨值急
升49%所帶動，數據除了反映紐國出口強勁，擴
大貿易盈餘之外，不排除紐國首季的經濟成長將
好於去年第4季的表現，增加紐國央行4月24日會
議上的升息機會，頗為利好紐元的短期表現。此
外，紐國去年第3季及第4季的經濟增長年率均高
於3%後，紐國財長近日更表示未來2至3年，紐
國經濟將處於約3%的成長，顯示紐國經濟將持續
趨於偏強，有助紐元走勢。預料紐元將反覆走高
至87.80美仙水平。

氣氛不利 金價沽壓未消
周三紐約4月期金收報1,303.40美元，較上日下
跌8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1,334美元附近阻
力後，跌幅持續擴大，失守1,300美元水平後，一
度於周四反覆下挫至1,291美元附近的6周低位。
此外，現貨金價上周未能進一步向上挑戰1,400美
元水平後，美國聯儲局卻有提早在明年升息傾
向，導致現貨金價出現近兩周的持續下跌走勢，
使市場氣氛不利金價，限制金價的反彈幅度。預
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8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紐元：紐元將反覆走高至87.8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80美元水平。

進一步加息機會增
紐元上試87.8美仙 雖然摩根大通的新興市場債券指數由開年至上周的美聯儲議息前

夕，累計只漲了1.9%，然而新興債市不乏亮點，比如墨西哥的其
工業生產與零售銷售數據均優於預期，墨國的能源改革法，對於吸
引外資與促進經濟將有重大成效。
韓國央行上月公布，上季增長3.9%，增幅是2011年首季以來最

大，經濟擴張腳步是兩年來最快。此外，韓國1月外匯準備攀至空
前新高的3,484億美元，加上該國經常帳順差達創紀錄的707億美
元，而韓國通脹率僅1.1%，等等利好因素，均有助韓國發行的國

債吸引從其他開發中國家股、匯市撤出的資金。

一年收益率近6厘具吸引
至於波蘭和匈牙利正在享受經濟復甦和受惠德國出口
需求的成果，只待地緣政治風險淡化，反彈氣勢仍可望

延續。以目前摩根大通的新興市場債券指數的一
年5.995%收益率而言，現階段已同時具備基本
面轉機與高收益率的機遇。

以佔今年以來榜首的匯豐環球新興市場債
券基金為例，主要是透過不少於2/3的總資
產投資於以美元計價、由新興市場政府、政府
機構、超國家機構發行或擔保的債務證券以及
在新興市場有註冊辦事處公司所發行的投資級或

非投資級債務證券的管理組合。
在 2011 年、 2012 年和 2013 年表現分別為 6.89% 、 8.72%

及-7.62%。基金標準差與近三年的貝他值為13.84%及0.7。
該基金的資產百分比為95.67% 固定收益證券及4.33% 現金與其
他。基金資產分類比重為47.09% 中期債、25.27% 長債及3.32%
短債。
上述基金的資產三大投資比重為 7.62% Russian Federation，

（票面收益8%，2030年3月31日到期）；3.38% United Mexican
States Bond，（票面值2,000美元，票面收益6.05%，2040年1月
11 日到期）；及 3.32% Republic of Turkey Bond，（票面收益
7.375%，2025年2月5日到期）。

儘管去年新興新興
市場國家大多面對經
濟減速環境，而今年
開年起又受到地緣政
治問題干擾，然而在
美聯儲宣布第三度縮
減量化寬鬆（QE）購
債規模的前一周，新
興市場債券基金已率
先終結連續13周資金
淨流出，轉為有資金
淨流入。倘若投資
者看好新興市場債
價值面浮現，不妨
留意佈局建倉。

■梁亨

新興債市基金回報表現
基金 今年以來 近一年

匯豐環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P Inc 2.85% -3.64%
富達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 ACC 2.20% -3.68%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T 2.15% -3.88%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C 2.06% -3.57%
摩根新興市場債券（美元） A股（每月派息） 2.03% -2.79%
MS INVF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 € 1.73% -3.21%
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2 USD 1.65% -2.31%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責任編輯：黎永毅 2014年3月28日（星期五）

後QE布局 揀新興債市基金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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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進口物價月率，預測+0.2%，前值-0.1%；年率，預測-2.4%，前值-2.3%

2月消費支出月率，預測+0.8%，前值-2.1%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GDP)修正值季率，預測+0.3%，前值+0.3%

2月生產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3%，前值-0.6%

2月PPI月率，預測+0.2%，前值-0.2%；年率，預測-1.5%，前值-1.5%

第四季經常帳平衡，預測140億赤字，前值207.2億赤字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終值，預測+0.7%，前值+
0.7%；年率終值，預測+2.7%，前值+2.7%

3月企業景氣指數，預測0.40，前值0.37

3月經濟景氣指數，預測101.4，前值101.2

3月工業景氣指數，預測-3.4，前值-3.4

3月服務業景氣指數，預測3.5，前值3.2

3月消費信心指數，預測-12.5，前值-12.7

3月消費通脹預期指數，前值13.6

2月實質個人支出，預測+0.3%，前值+0.4%

2月個人所得，預測+0.2%，前值+0.3%

2月PCE物價指數月率，前值+0.1%

2月核心PCE物價指數年率，前值+1.1%；月率預測+0.1%，前值+0.1%

3月消費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初值，預測+1.0%，前值+
1.0%；月率初值，預測+0.4%，前值+0.5%
3月消費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4%，前值+0.5%；年
率預測+1.1%，前值+1.2%
3月路透/密西根大學美國消費信心指數終值，預測80.5，前值79.9；現況
指數終值，預測96.3，前值96.1；預期指數終值，預測70.2，前值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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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馮雪婷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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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間國際及本地科技公司進駐科學園三期

■「雲峰眼中的新當代水墨大展」開幕酒會
剪綵儀式（左起）郭浩滿、吳思遠、方黃吉
雯、何文匯及許平。

雲峰畫苑日前舉行了「雲峰眼中的新當代
水墨大展」開幕酒會，是次展覽日期於3月
22日至 4月12日舉辦，參展畫家達五十餘
人，展出的「新水墨」作品超過八十幅，當
中包括台灣新水墨代表劉國松，香港新水墨
代表王無邪，以及五十餘位大師的畫作。
水墨是中國藝術體系留傳下來的一門珍貴
手藝，新水墨其實是水墨現代化的一種變革
進程，意義在於把屬於現代人的水墨藝術，
透過重新整理和定位，融入現代東方藝術的
主流體系。新水墨是藝術界過去兩年興起的
潮流，然而香港及國內很多水墨藝術家於多
年前一直創作新水墨至今，藝術是沉澱出來
產物，並非順應市場需求促成的急就章，因
此今次展覽的意義在於對新水墨藝術的定
位，提高觀眾對新水墨的欣賞水平。
展覽開幕主禮嘉賓由方氏基金會主席方黃
吉雯、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主席吳思遠、本
港著名學者何文匯及資本雜誌副社長許平聯
合主持，令本次藝術界盛事更添異彩。

香港科學園第三期是香港實踐可持續發展建築的最大
型示範項目之一，透過節能、高效能及產能三大關

鍵設計元素，達致零碳排放的長遠目標。

蒲祿祺致辭歡迎新進駐企業
進駐香港科學園第三期新增23間科技企業後，香港科
學園內的夥伴企業總數接近500間；工程人員、科學
家、科研專才、科技創業家及後勤人員超過10,000名。
在新進駐第三期的23間企業當中，包括從事綠色科技、
生物科技及資訊科技的公司，分別來自加拿大、香港、
中國內地、瑞士、英國及美國。
科技園公司主席蒲祿祺在歡迎新進駐第三期的企業時表

示：「我們與園內的夥伴企業建立了完整的科研生態系
統，旨在引領香港的綠色科技、生物科技及可持續發展邁
向新領域，並鞏固香港作為地區創新科技樞紐的地位。」

廣納從事綠色、生物及資訊科技公司
新進駐的企業當中包括園內迄今最大三間夥伴企業之

一的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TCL) 。香港科學園第三期
作為擴展中國內地以至亞太區市場業務的跳板，吸引了
不少海外環保科技企業及本港生物科技公司進駐。例如
瑞士環保科技公司Blaser Swisslube AG將於第三期設立
亞太區總部，名為瑞士巴索公司亞洲有限公司。
第三期亦吸引了不少成功的本土科技公司進駐，其中

包括以人氣手機遊戲《神魔之塔》揚名的本地手機應用
程式開發商瘋頭有限公司 (Mad Head Limited)。至於由
香港大學退休教授創辦的本地生物科技公司DiagCor
Life Science Limited，亦將在第三期進行主要研發工
作。此外，受惠於數碼科技興起的萬科數碼有限公司
(Marvel Digital Group Limited) 亦將進駐第三期。

香港保良局多年來熱心公益，以善心建善業為宗
旨，董事會一眾同仁日前假灣仔香港君悅酒店大禮
堂舉行「癸巳年保良局周年慈善餐舞會」，邀得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親臨主禮；官紳善長及城中名人
濟濟一堂，令宴會生輝不少。
當晚，為感謝癸未年主席王賜豪醫生積極推廣專上

教育的貢獻，主禮人林鄭月娥司長代表保良局致送感
謝狀，肯定他把局中教育服務帶向新領域的成就，以
及時刻關心保良事業，凡事親力親為的正面態度。王
賜豪醫生早在2012年與壬辰年主席梁寶珠、現屆主
席鄭錦鐘等制定發展專上教育的藍圖，捐出港幣逾一
百萬，支持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社區書院購
置多媒體設施，並設立獎學金，幫助建立學生的長遠
發展。
2003至04年度，在癸未年主席王賜豪醫生及董事

會的帶領下，保良局積極配合政府政策，成功將與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合辦的社
區書院納入西翼重建計劃內，興建獨立校舍，為有
志向學的青年提供專上教育的機會。時至今天，計
劃發展十年，成效卓越。
王賜豪醫生在完成保良局主席的任期後，他仍堅

持為善的宗旨和理念，多年來在教育方面捐獻數以
百萬的善款。所以，保良局在是次周年慈善晚會
上，特別安排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頒發感謝狀予王
賜 豪 醫
生，以表
揚他發展
教育的前
瞻 和 善
心。

保良局專上教育十周年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頒發感謝狀予王賜豪醫生

■香港科學園第三期夥伴企業進駐儀式，嘉賓包括(左起)︰萬科數碼有
限公司資訊科技總監林炳剛、瑞士巴索公司亞洲有限公司亞太區總經
理麥達仕、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蒲祿祺、創新科技署署長王榮珍、香
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馬錦星、TCL通訊總裁郭愛平博士及達雅高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周國輝博士。

香港科技園公司（科技園公司）

日前宣佈再有23間國際及本地科技

企業進駐香港科學園第三期，令第

三期的夥伴企業總數倍增至45間。

香港科學園第三期將成為亞太區內

最完備的科研生態環境之一，讓進

駐的企業在此進行研發及測試，繼

而實踐意念，並將科研成果商品

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