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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強金匯 動向 棕櫚油看漲 馬股基金具吸引

中國經濟回升 澳紐元走高
周一公布的匯豐中國6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初值升至50.8，為六個月來最高，且首次回升至
50分界線上方，反映中國經濟總轉好，國內外需求都
在出現增長。匯豐經濟研究中心指出，中國去庫存加
快，同時就業市場也初現穩定跡象。本月的數據進一
步證實經濟在微刺激政策下開始回暖，未來幾個月基
建投資和相關行業將會繼續支持經濟好轉，以確保經
濟復甦能夠持續。在數據公布後，作為澳洲最大的出
口市場，澳元和紐元急漲近0.5%，報告起到安撫投資
者的作用。澳元兌美元周一升見兩個月來最高的
0.9444水平，紐元亦回升至一個月最高見0.8750水
平。

紐元企穩上望0.88
紐元兌一籃子貨幣上周四一度觸及紀錄高位，之前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關於貨幣政策的言論溫和。
紐元貿易加權指數升至81.29，紐元兌美元觸及六周高
位。之後，在新西蘭公布的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GDP)
數據弱於預期後，紐元兌美元從高位0.8736滑落。圖
表走勢所見，由2月4日低位0.8048至5月6日高位
0.8779之累積升幅計算黃金比率，38.2%為0.85，若進
一步擴展至50%及61.8%的調整水平則可看至0.8415
及0.8325。而本月初紐元低位止步於0.84水平，亦維

持於200天平均線上方，可望短期紐元有企穩跡象，預
料向上進一步目標看至5月高位0.8779以至0.88水
平，下一級阻力則會指向0.90關口。然而，鑒於伊拉
克局勢惡化導致避險情緒升溫，紐元進一步升勢或見
受限。至於下方支持仍會關注着0.84，短線較近支撐
預估為50天平均線0.8590及0.8480水平。

澳元中期看0.967
澳元方面，澳元兌美元由4月至今的走勢大致走出一

組雙底形態，兩個底部分別為5月2日的0.92及5月21

日的0.9205，頸線位置在0.9410水平，澳元目前正探
試此區，倘若後市出現突破，則形成技術延伸上揚趨
向；下一級阻力將看至0.9461的4月份高位。以雙底的
延伸幅度計算，中期目標預料在0.9670水平。短線支
撐可參考0.9330及 0.9270，關鍵則為近月穩守着的
0.92以至250天平均線0.9170。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高至1.368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25美元水平。

油價拉升通脹
歐元跌後反彈 馬來西亞是僅次於印尼的第二大棕櫚油生產國，雖然天氣狀

況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產量下滑，但德國漢堡的行業刊物—
《油世界》發佈的報告顯示，預計今年馬來西亞棕櫚油出口量
為1,720萬噸，比去年只減少約100萬噸。

生物柴油原料需求大
棕櫚油除了是作為全球重要食用植物油之一外，另據《油
世界》報刊預計，今年世界生物柴油產量將達到2,910萬
噸，比去年提高200萬噸到210萬噸，而棕櫚油作為生物柴
油的生產原料，目前佔全球生物柴油產量約三分之一左
右，讓棕櫚油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之餘，大馬國內與棕櫚

油產業鏈相關的企業也有望水漲船高。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摩根馬來西亞基金為例，主
要的投資策略目標是透過吉隆坡證交所上市的公司
或與馬來西亞經濟有關聯的公司證券管理組合，
以實現長期資本增長的投資策略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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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差與近三年的貝他值為13.34倍、15.65%及0.91。
資產行業比重為 29.9% 金融業、15.6% 工業、

12.5% 電訊服務、12.2% 公用事業、10.1% 非必需品消費、
6.2% 能源、6.2% 必需品消費、4.1% 原材料及0.2% 資訊科
技。
資產百分比為97%股票及3% 貨幣市場。基金三大資產比重
股票為9.7% 馬來亞銀行、9% 國家能源及6.8% 聯昌集團。

中國經濟穩增 有利大馬出口
此外，大馬公布的4月外貿進、出口額，按年分別增加5%與

18.9%，其出口額創下2010年5月以來最大年增率，優於市場
預測的年增9.6%及3月的年增8.4%，而4月中、馬雙邊貿易總
額達85.39億美元。雖然4月按月只增長8.1%，但其佔中、東
盟十國貿易總額的21.8%，依然保持中國在東盟的第一大貿易
夥伴國地位，只要內地今年確定保有7.5%左右的GDP增長，
將有望為相關大馬出口企業提供增長動能。

近日美國豆油期價強勢
攀升，豆油和棕櫚油作為
全球兩大重要食用植物
油，理論上價格運行趨勢
相若，對棕櫚油形成
利好帶動，拉動吉隆
坡綜指上周四觸及一
個月高點；投資者倘
若憧憬馬來西亞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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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 5.57%
富達馬來西亞基金 A 6.53% 6.34%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4年6月24日（星期二）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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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貿易收支。預測:順差27.07億。前值:順差24.25億

6月Ifo企業景氣判斷指數。預測:110.2。前值:110.4

6月Ifo企業現況指數。預測:114.8。前值:114.8

6月Ifo企業預期指數。預測:106.0。前值:106.2

5月薪資通脹(較前月)。前值:持平

5月薪資通脹(較上年同期)。前值:+1.2%

5月意大利與非歐盟國家貿易收支初值。前值:順差16.5億

ICSC/高盛連鎖店銷售(較前周)(6月21日當周)。前值:+0.4%

Redbook連鎖店銷售(較上年同期)(6月21日當周)。前值:+3.5%

4月房屋價格(較上月)。前值:+0.7%

4月房屋價格(較上年同期)。前值:+6.5%

4月標普/Case-Shiller經季節調整20個大都會地區房價指數(較前月)。預測:+0.9%。前值:+1.2%

4月標普/Case-Shiller經季節調整20個大都會地區房價指數(較上年同期)。預測:+11.5%。前值:+12.4%

4月標普/Case-Shiller未經季節調整20個大都會地區房價指數(較前月)。預測:+0.8%。前值:+0.9%

6月消費者信心。預測:83.5。前值:83.0

5月新屋銷售年率。預測:40.0萬戶。前值:43.3萬戶

6月里奇蒙聯邦儲備銀行綜合製造業指數。前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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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上周初在1.3510美元獲得較大支持後，上周
四曾反彈至1.3643美元，但瞬即遇到回吐壓力，並
於本周初大部分時間處於1.3573至1.3613美元之間
的活動範圍。
歐洲央行本月5日作出降息行動後，部分歐洲央行
管理委員持續重申有措施避免通脹下行惡化，不過
歐元過去兩周多卻依然守穩1.35美元水平，反映歐
元的市場氣氛沒有過於轉壞。雖然本周初公布的6月
歐元區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下降至7個月低點，導致
歐元略為回軟至1.3573美元，隨着市場預期美國本
周三公布首季經濟成長數據可能進一步向下修訂，
不利美元表現，預期歐元將續有反覆上調空間。
另一方面，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認為歐元區沒有
出現通縮，並且暗示除非中期通脹持續下行，才會
作出購買資產行動，該因素將限制歐元跌幅。受到
布蘭特原油本周初再度觸及每桶115美元水平的9個
月高點，顯示能源價格升勢持續之際，若果歐盟統
計局下周一公布的6月歐元區通脹一旦有止跌回升傾
向，降低歐洲央行進一步推出刺激措施的機會，則
不排除歐元將會掉頭向上衝破上周1.3643美元阻力
位。預料歐元將反覆走高至1.3680美元水平。

美元偏弱 金價反覆看升
現貨金價上周五受制1,321美元阻力後，略為作出
回吐，而本周初在1,309美元獲得較大支持後，現貨
金價已連續兩天均持穩位於1,306至1,309美元之間
的支持位，將有助金價的後續表現。除了布蘭特原
油再度觸及每桶115美元水平之外，紐約期油本周初
亦一度重上每桶107美元水平，將繼續對金價構成支
持作用，再加上美元走勢依然偏弱，限制金價回吐
幅度，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25美元水平。

6月20日，中國太平保險
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與中國煙
草總公司在北京簽署戰略合
作備忘錄。中國太平保險集
團董事長王濱，國家煙草專
賣局局長凌成興等出席簽約
儀式。根據協議，雙方將進
一步擴大在財產保險、企業
年金、員工福利計劃及煙草
業特殊風險等領域的合作；
充分利用中國太平綜合金融和跨境經營優勢，不
斷加強雙方在資金融通、資產管理及融資租賃等
領域的合作。
中國煙草是經國務院批准組建的特大型國有企
業，此次與中國太平合作是其首次與保險集團開
展戰略合作。此前，中國太平子公司太平養老、
太平財險已與中國煙草在員工福利、企業年金等

領域開展過合作。此次備忘錄的簽署夯實了雙方
的合作基礎，將進一步有效促進各自分支機構開
展相關業務。中國太平相關人士表示，通過的開
拓，將充分發掘自身特色潛力與經營優勢，致力
打造「最具特色和潛力的精品保險公司」，與簽
約客戶方實現共贏，為廣大客戶帶來更加優質的
產品與服務。

■責任編輯：陳 濤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以「商界奧斯卡」之名享譽全球的「安永全球
企業家大獎」，於6月4-7日在摩納哥蒙地卡羅舉
行盛大頒獎典禮。《安永企業家獎2013中國》得
主大眾交通集團董事長楊國平代表中國內地地
區，彩虹集團總裁蕭婉儀代表香港及澳門地區，
與全球其他六十個國家地區年度得主，一起競逐
全球企業家大獎的桂冠。印度Kotak Mahindra銀
行創辦人暨執行副總Uday Kotak，以堅毅與創新
的企業家精神，最終獲得2014《安永全球企業家
大獎》。

蕭婉儀代表港澳地區參賽
作為是次六十個參賽企業家中兩位女性代表之
一，蕭婉儀表示能夠代表香港及澳門遠赴蒙地卡
羅參賽十分榮幸，為期四天的競逐過程中，與各
國獲獎者們一起拜訪摩納哥首相，與各地企業家
互相交流經營理念、分享創新精神及傳達企業文
化，令國際評審團及各地企業家了解到澳門是一
個商機無限的世界旅遊休閒城市之餘，也讓世界
各國更深入了解高端奢侈品牌在中國的強大發展
前景和潛力。
安永全球主席暨首席執行長Mark Weinberger
表示：「在世界情勢日益快速變遷的時代，我們
更需要優秀的企業家創造就業機會與永續發展的
職場環境，引領全球經濟穩健成長。Kotak展現
企業家的遠見與決心，榮獲2014《安永全球企業
家大獎》，實為實至名歸。同時也深切期盼
Kotak與各國的《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得主，能
夠齊力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國際商業獎項之一
安永企業家獎由國際四大會計師行之一的安永

國際會計師事務所舉辦，首辦於1986年美國，現
在該獎項已擴展至50個國家、140個城市，歷年
來全球有數百名最成功及最富創新精神的傑出企
業家們獲此殊榮。
這項全球公認的獎項旨在表彰那些以超卓之遠

見、優異之領導才能和卓越之成就來激勵他人的
出色企業家們，被商界確認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
國際商業獎項之一，媲美電影界的「奧斯卡」。

靜安政府着力打造文化金融中心

■■蕭婉儀代表香港及澳門遠赴蒙地卡蕭婉儀代表香港及澳門遠赴蒙地卡
羅羅，，競逐全球企業家大獎的桂冠競逐全球企業家大獎的桂冠。。

「安永全球企業家大獎」頒獎典禮

座談會上，業界的代表與巢區長就承續（CEPA）框架協
議下，鞏固和完善香港、靜安兩地交流平台，增強兩地

資訊互通，促進兩地合作發展，上海自貿區政策、香港零售
業及網路銷售應對舉措，滬港通對雙方經濟影響，以及建立
雙方在投資和貿易便利化方面合作機制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
討，並表達新的合作意向與空間。

巢克儉：靜安聚港高端商務人才
巢克儉表示，靜安區作為上海市中心城區，具有深厚的歷

史交化底蘊，目前的經濟及社會民生方面均取得顯著的發
展，現代服務業佔比已經超過98%，外資佔比也達到60%以
上，以外向型經濟及「品牌經濟」高端集聚特色著稱。他重
點介紹了靜安區最大的優勢在於開放，指該區未來着重發展
的存量經濟、樓宇二次開發、電商與實體店的線上線下合
作，以及大數據分析精準營
銷等計劃和項目。
靜安正致力打造「現代化
國際城區」，文化金融創新
發展是核心。巢克儉表示，
為了聚集高端商務人才，政
府每年投入數百萬元，解決
企業白領的福利及商務環
境，效果顯而易見，縱使該
區的靜安南京路，商務成本
為全上海最高，但因為完善
的商務環境和法制環境、良
好的政府配套，還是吸引了

大多數企業最終留在這裡。五年以來，靜安區累計引進企業
2,511家，新增註冊資本311.6億元。其中世界500強企業的
地區總部或投資性公司累計達到23家。2012年實現涉外稅收
137.2億元，外稅比重居全市第一。
巢克儉副區長在交談中還重溫了香港、靜安兩地的合作友

誼，回顧了恒隆廣場、嘉里中心、會德豐國際廣場、688大
廈和大中里等香港投資靜安的經典專案，對香港商界為靜安
經濟社會建設所作貢獻表示熱忱的感謝。歡迎並邀請更多香
港企業和投資者投資靜安，與靜安和衷共濟，共用發展成
果，開創互惠共利、合作共贏的嶄新局面。

李德麟：電商與實體商業相互合作良機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李德麟致辭歡迎巢克儉副區長一行

的到來，並簡介中總歷史及規模，他表示靜安區的商業主要
以高端品牌為主，奢侈品注
重體驗式消費，講求私密
性、獨立性和服務的層次
性，將會是電商與實體商業
相互合作的好機會。他表
示，該會將擇期到靜安實地
考察。靜安區商務委主任諸
旖、區金融辦主任王立萍、
區信訪辦主任鍾榮輝、區府
辦副主任高東銘、區發改委
副主任李永波、區商業聯合
會會長董倫超及團員顧安國
出席了座談會。

中國太平與中國煙草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

日前，上海市靜安區

副區長巢克儉一行八人

來港出席香港中華總商

會靜安座談會，香港中

華總商會副會長李德

麟，常務會董兼長三角

委員會主席劉鐵成、婦

委會主席鄧楊詠曼，以

及二十多位來自財團、

金融證券、零售百貨、

文化創意等業界的代表

踴躍發言。

香港中總與上海靜安更緊密合作

■中國太平與中國煙草簽約現場照片

■上海市靜安區政府在港出席香港中華總商會座談會後，賓主大合照。

■座談會上，業界代表踴躍發言，氣氛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