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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強金匯 動向 外資流入 印尼基金呈強

資金避險 金價受追捧

加元美元兌加元上周五持穩1.0630附近支持位後
顯著反彈，一度走高至1.0737附近兩周多高位。今
次加元急速回落，主要是加國上周五公布6月減少
9,400個就業職位，數據遜於預期外，失業率更攀
升至7.1%今年高點，降低加國央行本周三貨幣政策
會議上，改變其中性立場的機會，導致投資者掉頭
沽出加元，帶動美元兌加元重上1.07水平，結束美
元兌加元近兩周以來的反覆下跌走勢。

貨幣偏強影響經濟表現
美國第2季非農就業數據持續改善，失業率下

降，4月及6月新增職位更高達28萬，但同期加國
就業市場卻有轉弱傾向，反映加元過去3個月的轉
強，逐漸對加國經濟構成負面影響。加國能源價格
在4月及5月均按年出現8.4%升幅，引致加國通脹
年率連續兩個月處於2%水平，隨着紐約期油從6月
中旬每桶107美元水平掉頭下跌至上周五100美元
水平兩個月低位，不排除加國通脹經過連續4個月
攀升，本周五公布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升幅將會
放緩，對加元形成回吐壓力，使美元兌加元有機會
衝破過去3周位於1.0750至1.0760之間主要阻力
位。預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高至1.0820水平。

基金持倉增 金價料走高
上周五紐約8月期金收報1,337.40美元，較上日

下跌1.80美元。市場逐漸淡化葡萄牙必利勝銀行
的不穩風險，令現貨金價上周四受制1,344美元附
近阻力後回軟，但以色列攻擊加沙地帶行動升
級，現貨金價上周五持穩1,333美元水平後重上
1,338美元水平。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布截
至7月8日當周，對沖基金及基金經理持有的黃金
淨長倉數量上升5.4%至144,272張後，淨長倉數
量連續5周上升，顯示市場氣氛依然利好金價，預
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5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高至1.0820。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50美元。

失業率升至今年高點
加元惹沽壓下試1.082

印尼本身坐擁豐富的軟、硬原材料資源，在環球市場需求上
升下，可望提升對新興市場的原材料出口量。因此即便印尼股
市近一波的漲勢，使得目前13.8倍的市盈率，變得不算便宜。

不過，印尼作為東南亞最大經濟體之一，其發展極度依賴外
國直接投資，受惠歐美市場復甦，當地經濟表現仍可樂觀。

此外，佔約印尼2%的GDP印尼經常帳赤字，在軟、硬原
材料資源出口量有望提升下，也將有助進一步降低。

另一方面，今年印尼盾兌美元匯價升幅超過5%，在亞洲貨
幣中表現亮眼之餘，從最近印尼股匯同步走高的情況來看，
資金流入趨勢明顯。據彭博社的統計顯示，由開年至上周
二，外資挹注印尼股市的40.33億美元，為繼印度、台灣後，
第三大超買的亞洲股市，顯然外資認為無論由誰當選，印尼
經濟都將成為最大贏家。

通脹下降助提升消費力
印尼6月6.7%的通脹率來到近一年新低，通脹下降
將有助印尼消費力度提升，並帶動印尼消費者信心
指數上升，以內需佔印尼GDP比重超過6成，隨

着印尼消費者信心指數上升的推動，讓印尼股市中
長期增添想像空間。
比如佔近三個月榜首的富達印尼基金，主要是透過

在印尼發行或經營的公司股份，以及雅加達綜指以外的印尼
公司證券，以實現中期資產增值的投資策略目標。該基金在
2011 年 、 2012 年 和 2013 年 表 現 分 別 為 -2.9% 、 7.87%
及-26.12%。上述基金平均市盈率、標準差與近三年的貝他值
為14.71倍、23%及1.09。

富達印尼基金的資產行業比重為34.1% 金融業、16.6% 非必
需品消費、14.9% 必需品消費、8.9% 電訊服務、6.5% 工業、
4.7% 原材料、4.1% 健康護理、4% 公用事業及3.1% 能源。

上述基金的資產地區分布94.9% 印尼及2% 新加坡。至於
該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9.6% Bank Rakyat Indonesia、
8.7% Bank Central Asia 及 8.3% Telekomunikasi Indonesia
(Persero)Tbk。

受惠基本面改觀，加上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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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基金回報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富達印尼基金 A 7.36% 31.25%
瀚亞印尼股票基金A Inc 6.23% 30.41%
德盛印尼基金 A Dist 3.90% 24.90%
法巴印尼股票基金經典歐元 資本類別 0.60% 29.30%
摩根印尼（美元）（累計） 0.55% 21.92%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由於投資者擔心葡萄牙最大上市銀行背後的家族
控股企業的財務狀況，全球市場受到波及。投資者
對葡萄牙最大上市銀行的擔憂以及意大利疲弱的經
濟數據，均拖累歐元及歐股雙雙下挫。對葡萄牙必
利勝銀行母公司財務狀況的憂慮拖累歐元區二線國
家公債，限制了對希臘自2012年違約後第二次公債
發售的需求。這是今年歐元區二線公債市場首次出
現重大的憂慮蔓延。

倫敦黃金上周維持走高，先在周三晚因美聯儲
日內發佈的會議紀錄沒有暗示將提早升息，使得
金價仍然受到提振。美聯儲會議紀要顯示，如果
某些經濟狀況保持正面，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可能在 10 月會議後結束購債計劃。然
而，投資者認為，美聯儲對貨幣政策的想法沒有
重大改變，這標誌着美聯儲不準備很快升息，也
不會提早撤走刺激計劃。同時，全球最大的黃金
支援上市交易基金SPDR Gold Trust GLD 表示，
黃金持倉量連續第二日增加，自4月中來首次上
升至超過800噸，這也推動金價上漲至1,330美元
上方。

印度進口關稅維持10%紀錄高位
金價上周四進一步升見三個半月高位，因對葡萄

牙最大上市銀行財務問題的憂慮刺激避險買盤，且
印度保持黃金進口關稅在紀錄高位，或會促使稍早
未購買黃金的買家重返市場。對葡萄牙最大上市銀
行必利勝銀行(BES)財務問題的憂慮，警惕投資者有
關歐洲銀行業再陷危機的可能性；這也使得投資者
對黃金的避險需求再度得到提升。另外，在上周四
公佈的預算中，印度決定保持進口關稅在10%的紀
錄高位，迫使因預計關稅將被下調而離場觀望的珠
寶商重新補充庫存。此舉也支撐金價漲勢，最高觸
及1,345美元，為3月19日以來最高。

技術圖表所見，金價目前又重新上探區間頂部，
在7月初金價沒能上破1,332水平而回落，而在上周
金價終可突破此區，技術上擺脫了近月的爭持局面，
進一步上試目標預估可至1,350及1,361美元，延展
漲幅可至1,373及三月高位1,387.90美元。策略上可
作回位買入。下方支持則會以1,332為支撐依據，較
大支持則為1,321及100天平均線1,304美元。

■責任編輯：黎永毅 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
日期
14
15

16

17

18

國家
歐盟
英國

美國

歐盟
美國

歐盟
美國

美國

香港時間
6:00PM
4:30PM

8:30PM

10:00PM
6:00PM
8:30PM
9:15PM

6:00PM
8:30PM

9:55PM
10:00PM

報告
五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六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六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輸入:
六月份零售額
六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五月份商業存貨
五月份歐元區貿易盈餘(歐元)
六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六月份工業生產
六月份設備使用率
六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修訂)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六月份建屋動工(單位)
七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六月份領先指標

(7月14-18日)

預測
-
-

-
-

+0.7%
-

+0.6%
-

+0.2%
+0.4%

79.2
+0.5%
31.1萬

102.0萬
84.0

+0.5%

上月
+1.4%
+1.5%

-0.1%
-0.9%
+0.3%
+0.1%
+0.6%
157億
-0.2%
+0.6%

79.1
+0.5%
30.4萬

100.1萬
82.5

+0.5%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
日期
7
8

9
10

11

註﹕R代表修訂數據#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日本
德國
英國
日本
澳洲
英國
美國
德國

香港時間

7:50AM
3:00PM
4:30PM
7:50AM
9:30AM
4:30PM
8:30PM
3:00PM

報告
無重要數據公佈
五月份來往帳赤字(日圓)
五月份貿易盈餘(歐元)
五月份工業生產#
六月份貨幣供應#
六月份失業率
五月份全球貿易赤字(英鎊)
截至前週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六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六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7月7-11日)

結果

5228億
178億
+2.3%
+3.0%
5.9%
24億

+30.4萬
+1.0%
-0.8%

上月

1874億
172億
+3.0%
+3.3%
5.9%
21億

+31.5萬
+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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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影1台無綫翡翠台

9:00 交易現場
9:45 金曲挑戰站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走過浮華大地
10:30 超級無敵獎門人 終極篇
11:30 宣傳易 及 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天涯俠醫
12:40 宣傳易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及 同行放榜升

學路
2:10 宣傳易
2:15 今日VIP及 交易現場
2:45 女王辦公室
3:50 花漾明星III及交易現場
4:20 放學ICU
5:20 高達創戰者
5:50 財經新聞
5:55 十兄弟 及 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屢見奇工
7:30 東張西望 及 建造職安

全關注
8:00 愛．回家
8:30 寒山潛龍
9:30 忠奸人及按周轉好合拍

10:30 夏．日．悠遊
11:00 晚間新聞
11:35 新聞檔案
11:40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1:45 電視廣告好多Like
11:50 娛樂頭條
12:00 今日財經
12:10 宣傳易
12:15 烈火雄心3
1:20 宣傳易
1:25 今日VIP/東張西望
2:25 無間音樂
3:25 大頭綠衣鬥殭屍

無綫明珠台

9:00 CCTV News - 直播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 - 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鬼馬雙蕉 (II)
4:30 小鎮「動」起來！
5:00 叢林小戰士 (II)
5:30 健康新人類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6:20 普通話天氣報告 及 普

通話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及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明
珠森巴速遞

6:35 世界足球狂熱
6:55 明珠檔案
7:25 2014 FIFA 巴西世界

盃 - 明珠森巴速遞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2014 FIFA 巴西世界

盃 - 明珠黃金戰報
8:30 花都迷城
9:30 2014 FIFA 巴西世界

盃 - 明珠森巴速遞
9:35 童話城堡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神盾局特工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1:55 瞬間看地球
12:00 箭神
12:55 魔宅
1:45 音樂熱點
2:00 童話城堡
2:55 花都迷城

鳳凰衛視中文台亞視本港台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15 通識小學堂之一齊放暑假
10:45 iFit@tv
10:50 七百萬人的聲音
10:55 感動一刻
11:00 亞視經典回味: 電視風雲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經濟快訊

／天氣報告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2:25 iFit@tv
2:30 我愛下午茶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把酒當歌
3:35 法內情2002
4:00 通識小學堂之一齊放暑假
4:30 戰鬥王之颶風戰魂
5:00 徹之進
5:30 亞洲政策組 - 香港有問題?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35 ATV焦點
6:45 經濟快訊
6:50 體育快訊
6:55 天氣報告
7:00 來自火星的男人
7:30 鏡花緣電影版之百花仙子
8:55 感動一刻
9:00 星動亞洲
9:25 七百萬人的聲音
9:30 亞洲政策組 - 香港有問題?

10:00 國際財經視野
10:25 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10:55 ATV焦點
11:10 把酒當歌
11:40 ATV 每日一歌
11:50 女人不設防
12:20 懸崖
1:15 亞洲政策組 - 香港有問題?
1:45 星動亞洲
2:10 國際財經視野
2:35 把酒當歌
3:05 鏡花緣電影版
4:30 感動一刻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 中國新聞報

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尋找他鄉的故事
8:30 日之達人
9:00 精靈一族
9:30 花貓大冒險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直播:
綜合新聞

10:30 東方
11:00 綜合新聞
11:30 旅遊指南
12:00 自然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Music 120
3:00 我係阿發仔
3:30 恐龍仔班尼
4:00 小寶哥
4:30 開心寶寶遊樂園
5:00 天然少女
5:30 亞視普通話新聞
5:48 經濟快訊
5:55 天氣報告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中心舞台
6:55 日之達人
7:25 財經匯報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汽車情報
8:30 星級名廚
9:00 亞洲起飛

10:00 闖盪遊．悉尼到東京
11:00 夜間新聞
11:20 星級名廚
11:50 汽車情報
0:20 中國新聞報道
0:50 亞洲起飛
1:50 星光伴我行
2:50 Music 120

亞視國際台

9:00 寰宇大戰略
9:45 點滴鳳凰人

10:00 全媒體周刊
11:00 大政商道
11:30 社會正能量
11:55 名士風流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00 鏘鏘三人行
1:25 騰飛中國
1:30 名人面對面
2:00 我們一起走過
2:45 點滴鳳凰人
3:00 資訊快遞
3:25 星光大劇院
3:45 社會正能量
4:15 金曲點播
4:20 鳳凰大視野
5:00 開卷八分鐘
5:15 金曲點播
5:20 名士風流
5:25 有報天天讀
5:55 健康新概念
6:00 娛樂大風暴
6:25 完全時尚手冊
6:45 全媒體全時空
7:20 地球宣言
7:25 鳳凰觀天下
7:50 今日視點
7:55 與夢想同行
8:00 鳳凰大視野
8:30 騰飛中國
8:35 鳳凰焦點關注
8:55 名言啟示錄
9:00 時事直通車

10:00 鳳凰衝擊播
10:35 鳳凰全球連線
10:57 名士風流
11:00 時事開講
11:30 鏘鏘三人行
12:00 鳳凰子夜快車
12:30 時事辯論會
12:55 與夢想同行

7:20 西遊記之月光寶盒
9:05 至尊計狀元才

11:20 總舖師
2:15 決戰紫禁之巔
4:20 奪帥
6:45 玻璃之城
9:00 大內密探零零發

10:50 野蠻秘笈
12:40 談談情說說性
2:30 鹿鼎記II神龍教
4:30 父子

有線體育台

10:00 FIBA 籃球世界
10:30 世界男子職業網球巡迴

賽-卡塔爾公開賽
12: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新加

坡站
2:00 FIBA 籃球世界
2:30 世界田徑挑戰賽 - 柏林

站
3:30 藍妹啤酒 特約:英格蘭超

級桌球聯賽
5:30 FIBA 籃球世界
6:00 世界男子職業網球巡迴

賽-卡塔爾公開賽
8:00 FIBA 籃球世界
8: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新加

坡站
10:00 體育王
10:30 FIBA 籃球世界
11: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30 體育王
1:00 藍妹啤酒 特約:英格蘭超

級桌球聯賽
3:00 體育王
3: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5:00 FIBA 籃球世界
5:30 體育王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9:18 導視
9:22 西遊記

10:02 導視
10:08 西遊記
10:53 導視
10:58 西遊記
11:54 導視
12:00 新聞30分
12:30 導視
12:35 今日說法
1:11 導視
1:13 賴漢的幸福指數
2:03 賴漢的幸福指數
2:53 賴漢的幸福指數
3:42 人與自然
4:09 導視
4:13 天天飲食
4:31 生活提示
4:38 導視
4:43 第一動畫樂園
6:56 導視
7:00 新聞聯播
7:31 天氣預報
7:39 焦點訪談
7:56 導視
8:04 前情提要
8:06 十送紅軍
8:54 導視
8:58 前情提要
9:02 十送紅軍
9:54 導視

10:00 晚間新聞
10:30 導視
10:32 人與自然
10:59 導視
11:00 精忠岳飛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7:00 中國新聞
7:28 海峽兩岸
8:00 中國新聞
9:00 流行無限

10:00 中國新聞
10:12 生死依托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5 快樂驛站
2:30 大宋提刑官
3:14 大宋提刑官
4:01 大宋提刑官
4:50 中國古樹（第二季）
5:00 中國新聞
5:15 遠方的家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第五空間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文明之旅
10:45 快樂漢語
11:00 今日亞洲
11:26 遠方的家
12:11 中國文藝
12:41 國寶檔案
1:00 中國新聞
1:15 百家講壇
2:00 新聞聯播
2:30 華人世界
3:00 中國新聞
3:15 文明之旅
4:00 中國新聞
5:00 走遍中國
5:30 華人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