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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集團(UBS)5月消費指標。前值1.72

7月GfK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8.5。前值8.5

4月經季節調整零售銷售(較前月)。前值-0.20%

4月未經季節調整零售銷售(較上年同期)。前值-3.50%

6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06.3。前值106.3

工業聯盟(CBI)6月零售銷售差值。預測+24。前值+16

抵押貸款市場指數(6月20日當周)。前值351.6

再融資指數(6月20日當周)。前值1,334.0

第1季企業獲利修正值。預測-1.3%。前值-13.7%

5月耐用品訂單。預測持平。前值+0.6%

5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預測+0.4%。前值+0.3%

5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預測+0.8%。前值-1.0%

5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用品訂單。預測+0.5%。前值-1.2%

第1季實質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年率終值。預測-1.7%。前值-1.0%

第1季美國最終銷售終值。預測持平。前值+0.6%

第1季美國民間消費終值。前值+3.1%

第1季GDP隱性平減指數終值。預測+1.3%。前值+1.3%

第1季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終值。預測+1.4%。前值+1.4%

第1季核心PCE物價指數終值。預測+1.2%。前值+1.2%

6月Markit服務業PMI初值。預測58.0。前值58.1

6月Markit綜合PMI初值。前值58.6

馮 強金匯 動向 金融股基金有望補漲

美匯回落 加元再踏升軌
歐洲央行管委諾沃特尼稱，央行本月推出的一系列政

策舉措已扶助限制歐元升勢。他表示，央行沒有設定匯
率目標，但顯然有意打壓歐元的上行勢頭。他並稱，歐
元區經濟復甦較為疲弱，德國越來越成為歐洲成長的推
動力量，重申歐洲央行未見短期通縮風險，但希望避免
出現日本式長期低通脹的狀況。
歐元走勢方面，目前預計較近參考阻力為1.3680，關

鍵則見於100天平均線1.3735，須留意100天平均線在
過去四個多月仿如一道極為明確的強弱分界，因此預料
歐元需要進一步回破此區，才可望擺脫技術沽壓。若果
以黃金比率計算，5月8日高位1.3992至6月5日低位
1.3502，累計 490 點跌幅，38.2%為 1.3685，50%及
61.8%之反彈水平則會看至1.3745及1.38。至於向下方
面，除了1.35為重要支持外，亦可留意2月初時，歐元
觸及近1.3475美元的低位。

通脹升幅大 料加元上試1.059
美元兌加元延續上周五加拿大公布意外高通脹和強勁

零售銷售數據後的升勢，數據令加拿大央行維持寬鬆貨
幣政策立場的可能性降低。
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布的資料顯示，5月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年率繼續上升2.3%，創2012年2月以來最
大升幅，預期上升2.1%。就在前一周，央行行長波洛
茲表示，潛在通脹率是如此之低，很容易受到下行風險
的衝擊。儘管通脹飆升可能會挑戰央行預測的信譽，但
央行料將只會在基調上有所改變，而不會作出政策上的
改變。根據上周五公布的最新調查顯示，加拿大央行距
離承認通脹要強於預期越來越近，不過，距離升息還有
一年。接受調查的是12家直接與央行交易的主要交易
商。他們的預估中值顯示，加拿大央行下一次升息會是
在2015年第三季度。
美元兌加元自3月以來處於下降趨勢，在近三個月明

顯受限於50天平均線，本周一更跌至五個半月低位
1.0714。因此，50天平均線仍是技術上一個關鍵位置，
現處於1.0905，需明確回破此區才見美元兌加元得以扭
轉近期弱勢。而由於上周已見初步跌破關鍵支撐1.08關
口，預料美元兌加元的弱勢亦會相應加劇，同時，1.08
這個水平亦會成為反制阻力。以自2013年9月19日低
位1.0179至今年3月20日高位1.1278的累計漲幅計算，
61.8%%之回調水平為1.0595水平。而250天平均線
1.07水平亦會為一個重要參考，下一級支持將看至
1.0580水平。

美元兌日圓上周受制102.35阻力後略為回吐，
但迅速在101.73獲得較大支持，並於本周二大部
分時間窄幅處於101.80至102.00之間的活動範
圍。日本央行本月13日宣布維持貨幣政策不變，
而且美國聯儲局上周三的會議結果明顯不利美元走
勢，不過美元兌日圓過去兩周卻依然守穩101.60
至101.80水平，反映投資者現階段不願把日圓匯
價過於推高，將有助美元兌日圓稍後作出反彈。
日本央行預期通脹率將繼續朝2%目標邁進，
引致日本政府顧問小組主席伊藤隆敏(Takatoshi
Ito)上周表示，規模高達1.26萬億美元的日本政府
退休投資基金應降低所持日本公債的比重，增持
現金。不排除該投資基金頗有機會在日本通脹逐
漸升溫之際，進一步減持日債，增持海外資產，
而美國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日本去年對美國的直
接投資大幅上升，正顯示日本有增持海外資產傾
向，不利日圓後續表現。此外，日本電氣事業聯
合會周一公布日本5月對電量總需求按年下跌
2.8%，將不利日本第2季經濟表現，預料美元兌
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02.80水平。

伊拉克動盪 金價偏強
周一紐約8月期金收報1,318.40美元，較上日
升1.8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持穩1,309美元水
平後，升勢持續，一度於周二反覆走高至1,325
美元，反映投資者現時依然傾向逢低吸納黃金，
限制金價回吐幅度。伊拉克內戰蔓延，局勢持續
動盪，原油價格仍處反覆攀升走勢，導致避險資
金繼續流入金市，令現貨金價稍後有機會進一步
衝破過去3個月以來位於1,330至1,335美元之間
的主要阻力區。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40
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02.8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40美元水平。

日次季經濟料放緩
美元兌日圓將走高 相對於標普500(SPX)今年以來累計上升7.23%，SPF期間只漲了

5.65%，當地大型銀行都面對巨大的訴訟費用撥備，僅第一季的訴訟
費用就高達70億元(美元，下同) ，其中花旗集團上月底預期交易收
入可能因此而下跌25%。

美大型銀行派息比率料增
加上監管要求的資本緩衝限制，使得美國大型銀行的賬上報表都面

臨資本過剩處境，比如摩根大通的358億元賬上過剩資本，只
有68億元是被允許明年第一季用於回購股份和增加派息，花
旗集團的522億元賬上過剩資本，更是一分錢不能用於回饋股
東。
而從富國銀行（WFC）的賬上過剩資本少於其競爭同行，
讓市場估計其擁有70%派息比率，一旦部分賬上過剩資
本可釋放出來回饋股東，憧憬的上升空間可從19%
上調至25%。
SPF板塊2014年平均預期12.1倍市盈率，低於
SPX平均的16.1倍之餘，也是SPX十大板塊中最
便宜，一旦眾多大型銀行的賬上過剩資本可被允
許釋放出來，可為目前市盈率相對便宜的SPF板
塊，增添上升空間的憧憬。
比如佔近三個月榜首的摩根環球金融基金，主要是

透過全球各地金融、銀行、保險、房地產行業等金融行業相關的證
券管理組合，以實現高投資回報的投資策略目標。
該基金在2011、2012和 2013年表現分別為-22.82%、29.19%及
22.94%。基金平均市盈率、標準差和近三年的夏普比率為10.39倍、
23.06%及0.09倍。
資產地區分布為 36.3%美國、14.7% 英國、13.4% 其他地區、

6.6% 中國、6.2% 加拿大、5.3% 澳大利亞、4.5% 瑞士、4.4% 日
本、4.2% 法國及3.8% 印度。資產行業比重為42.1% 銀行、18.2%
保險業、14.3% 零售銀行、12.6% 其他行業、4.8% 房地產及3.5%
金融服務。
資產百分比為99.4% 股票及0.6% 貨幣市場。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
票為5.2% 富國銀行集團、5.1% 花旗集團及4.9%匯豐控股。

標普金融板塊股

公布的第一季業績

財報顯示，有 73%

企業的業績財報好

於市場預期，在VIX

指數(恐慌指數)來到

52周低位之際，投

資者倘若憧憬市場

風險胃納提升，可

望讓標普金融板塊

(SPF)成為市場

的關注點，不

妨留意佈局建

倉。

■梁亨

環球金融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摩根環球金融（美元） A股（累計） 5.63% 11.67%
貝萊德世界金融基金 A2 USD 4.04% 14.60%
工銀亞洲環球新興企業基金 2.84% 11.00%
富達環球金融服務基金 A 2.64% 11.48%
法巴全球金融股票基金經典資本類別 2.64% 12.13%
木星環球金融基金 L USD -1.51%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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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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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馮雪婷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合和實業」；股份編號：54）與
聖雅各福群會攜手於日前合辦「合和心．連心」端陽探
訪，藉此傳遞關懷社區的訊息。「合和心．連心」端陽探
訪是合和實業一年一度的重要義工活動。今年已是「合和
心．連心」義工隊連續第四年參與此活動，探訪約130戶
獨居長者，為他們送上祝福和分享喜悅。
共110名「合和心．連心」員工及其親友組成義工隊，

一同親訪灣仔、銅鑼灣、北角、觀塘、荃灣及青衣地區合
共130戶獨居長者，將溫暖和愛心傳送至香港不同的社
區。合和實業希望義工們透過探訪長者，送上關懷及歡樂
外，亦可以更加了解獨居長者的需要，整個端陽探訪計劃
的總受惠人數達800人。
這次活動被列為扶貧委員會社會參與專責小組策劃的
「築福香港」活動之一，以宣揚守望相助的精神，鼓勵通

過舉辦不同的活動，以弱勢
社群受惠為目標。合和實業
的員工及其親友秉持與主題
「扶貧互助」的相同理念，
為聖雅各福群會「後顧無
憂」規劃服務的獨居長者，
送上節日祝福及問候。
活動當日，義工團隊一早

於聖雅各福群會的總部集
合，齊心合力為長者準備端
午節「心意包」，心意包內有小禮物、水果、日用品及
「輕盈五穀豐收」。九龍悅來酒店有限公司除了特別為
長者製作以健康素食為材料的「輕盈五穀豐收」外，亦
贊助義工團隊的早餐以慰勞他們的辛勤付出。

香港教育學院（教院）獲時富集團旗下時富教育基金慷
慨捐贈港幣210萬元，支持「北京師範大學（北師大）
─教院學生交流計劃」，贊助教院學生前往內地優秀學
府─北師大參加為期三年，每年一個學期的交流，支票
移交儀式於日前舉行。
是項交流計劃經過特別設計，課程全新安排，由內地知名

學者于丹教授、朱旭東教授、石中英教授等各教學團隊親自
教授核心必修課程。教院及北師大將透過多元課程和多樣學
習方式，讓學生建立一對一的夥伴關係，一起學習、生活、
研究，考察和理解中國內地的教育發展和教師培養現狀。教
院學生將有機會走訪當地中小學、社區，深入體驗內地教育
政策、制度、改革與實踐。學生可以通過計劃培養獨立思考
與探究問題的能力、人際溝通能力、跨文化理解、交往能力
以及研究能力。

教院校長張仁良教
授感謝時富集團旗下
時富教育基金對教院
的支持，捐助「北師大──教院學生交流計劃」。張教授
表示：「教院一直積極鼓勵學生參加海外及大中華地區的
交流計劃，認識內地及開拓國際視野。時富教育基金的捐
款正好配合教院的策略發展。」
時富集團一直堅信教育是國家興盛及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特意成立「時富教育基金」，旨在促進學術交流及
致力人才培育，幫助有需要的學生擴闊視野、豐富人生。時
富集團董事長關百豪致辭時表示：「教院所培育的良師，肩
負栽培社會未來棟樑的重任。我們很高興可以參與這個極具
意義的交流計劃，期望北師大與教院可繼續擔當培養優秀教
師的角色，惠及香港及內地的莘莘學子。」 光大控股注資後，成為首譽資管重要股東。在光

大控股的加盟和支持下，首譽資管有望發展成
國內領先的人民幣資產管理機構。此次合作將有利於
整合光大控股和中郵創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簡稱
「中郵基金」)的金融資源，形成優勢互補，實現協
同發展。

致力提供優質專業的金融服務
首譽資管前身為成立於2011年的中郵基金的資產

管理事業部，並於2013年3月20日領取了中國證監
會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資
格證書》，主要從事境內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投
資範圍包括各種金融產品、公司股權、債權等各類財
產性權利，合作機構包括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郵政儲
蓄銀行、中國國際金融公司、中信信託、中信建投、
北方期貨及招商期貨等，致力於為機構和個人投資者
提供優質專業的金融服務。

光大控股對首譽資管充滿信心，相信憑藉中郵基
金雄厚的資本實力及規模，加上成熟的資本運作經驗
和優秀的專業團隊，結合光大控股跨境資產管理業務
多元化的優勢和嚴謹的風險管理體系，首譽資管將會
成為市場領先的資產管理公司。

基礎穩固 多元化發展
光大控股為一家跨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多元化金融

控股企業，是內地光大證券（股份代號：601788.
SH）第二大股東和光大銀行（股份代號：601818.
SH）的第三大股東，母公司為中國光大集團。
經過多年的發展，光大控股在各領域已建立了穩

固的市場基礎，並通過國際化的管理平台及所設立的
多個私募基金、創投基金、產業基金和對沖基金等，
與海外投資者共同發掘和培育了眾多具高增長潛力的
中國企業，同時也為中國內地客戶尋求海外投資機會
提供了多元化的金融服務。

教院獲時富教育基金捐贈210萬

合和與聖雅各福群會攜手探訪獨居長者

■時富集團董事長關百豪
(左)、教院校長張仁良教授
(右)進行支票移交儀式。

■「合和心．連心」百人義
工隊一同出發到港九新界各
區探訪獨居長者，為長者送
上溫暖。

光大控股成功入股「首譽資管」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簡稱

「光大控股」，股份代號：

165.HK) 欣喜地宣佈，光大控

股成功入股首譽資產管理有限

公司(簡稱「首譽資管」，擬更

名為「首譽光控資產管理有限

公司」，目前正在辦理工商變

更手續)。

■中國光大控股為一
家跨香港和中國內地
的多元化金融控股企
業，（左起）光大控
股執行董事、首席投
資官姜元之，執行董
事、行政總裁陳爽和
執行董事、財務總監
鄧子俊出席該公司股
東周年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