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6 文匯財經投資理財

馮 強金匯 動向 負利率政策 歐高收益債有景

多重因素打壓 紐元積弱走低
新西蘭乳品巨頭恒天然（Fon-
terra）將新一季給牛奶供應商的付
款預測下調14%，因全球價格大跌
及匯率高企。恒天然周二表示，將
2014/15年每公斤乳固體預測付款
額下調至6.00紐元，5月時的最初
預測為每公斤7.00紐元。恒天然
稱，下調的原因是因為全球乳產品
價格大跌、需求下滑以及紐元匯率
高企。自2月以來，恒天然產品的
全球拍賣價格已經下跌34%。

乳品價量齊跌不利紐元
紐元兌美元周二延續下滑，觸及

六周低位0.8490，因該國乳品巨頭
恒天然（Fonterra）下調對奶農付款預測。此前
新西蘭乳品巨頭恒天然將新一季給牛奶供應商的
付款預測下調14%。紐元對乳品業的表現非常敏
感，該產業佔新西蘭每年500億元出口收入的近
三分之一。

0.84美元為關鍵支持位
過去兩周，紐元累計下跌近3%，其中大多歸
因於新西蘭央行上周暗示在連續四次升息後將暫

停收緊周期。央
行對紐元的無理
由且不可持續的
強勁走勢發出明
確警告，並聲稱
可能入市干預，
這番言論迄今仍
在影響市場。不
過，很多市場人
士都懷疑新西蘭
央行會否真的直
接干預，特別是
如果要切實打壓

紐元匯率，干預規模需要很大。
圖表走勢分析，鑑於10天平均線已跌破25天
平均線呈利淡交叉，示意紐元的下試傾向持續。
而由2月4日低位0.8048至7月8日高位0.8805之
累積升幅計算黃金比率，38.2%為0.8515，若進
一步擴展至50%及61.8%的調整水平則可看至
0.8425及0.8335。而6月初紐元低位止步於0.84
水平，維持於200天平均線上方，故目前處於
0.8450的200天線將視此區為中期走勢的關鍵支
撐。另一方面，上方阻力預測在10天平均線
0.8610，較重要阻力可看至25天平均線0.8720。

美元兌瑞郎升勢延續
美元兌瑞郎方面，自本月中旬突破下降趨向線

後，則見持續走高，延至上周更成功闖過250天
平均線，進一步於本周二更觸及0.9074的五個半
月高位。只要未有回破250天平均線0.8990，預
料美元仍有着延續上漲的空間，首個參考則可留
意年內高位 0.9156，下一級則會看至 0.92 及
0.9250水平。另一方面，下方支持見於100天平
均線0.8890，重要支持預估在0.88及3月份觸及
的今年低位0.8696。

英鎊本周初受制1.7000美元附近阻力後走勢偏
弱，一度於本周三反覆走低至1.6925美元附近。
市場預期美國第2季經濟及7月非農就業數據均表
現偏強之際，美元近日持續轉強，引致英鎊持續
遭遇到回吐壓力，再加上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本
周初發表報告，認為英鎊匯價被高估 5%至
10%，不利英國出口表現，導致英鎊跌幅擴大，
延續兩周以來反覆下跌走勢。

制裁俄國 歐元跌穿1.34
雖然英國央行本周二公布英國6月按揭批核宗

數上升至67,196宗，明顯高於5月62,007宗，反
映英國房產市場依然熾熱，但英鎊回落幅度卻反
而繼續擴大，主要受到歐盟決定對俄羅斯增加制
裁措施，帶動歐元本周三反覆走低至1.3395美元
附近8個多月來低位，拖累英鎊進一步下跌。此
外，美國周二公布7月消費者信心指數攀升至
90.9近7年來高點，將有助美國第3季消費者支出
上升，對美元構成支持。隨着英鎊本周二輕易失
守過去1個月以來位於1.6950美元主要支持位，
有進一步轉弱傾向，不排除英鎊最近兩周的向下
修正走勢還未完結，有機會跌穿過去7周以來位
於1.6900至1.6920美元之間的支持區。預料英鎊
將反覆走低至1.6830美元水平。

觀望美議息 金價續走低
周二紐約8月期金收報1,298.30美元，較上日
下跌5美元。現貨金價周二曾反彈至1,312美元附
近，不過美國公布了強勁的7月消費者信心指數
後，現貨金價迅速受壓，一度回落至1,296美
元，但跌幅受限，仍因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令投
資者仍看好黃金的避險價值。美國聯儲局將於今
晨公布會議結果，市場亦預期聯儲局將會繼續縮
減購債規模，若果聯儲局今次的會後聲明內容一
旦有提早升息傾向，則金價有下調空間，預料現
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85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走低至1.683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85美元水平。

國基會指匯價高估
英鎊急跌料試1.68 美國經濟展現復甦力道，市場預測美聯儲明年可能首次加息，反

觀歐央行上月出台負利率政策，意味未來一段時間內，美國庫券收
益率下半年可能逐步升高，與歐元區息差可能持續擴大的同時，歐
洲高收益債收益率下降概率升高，可為相關債價提供上升動能。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富達歐洲高收益基金為例，主要是透過不少

於70%資產投資於在西、中、東歐以及俄羅斯設有總部或有主要經
濟活動的發行人，所發行的非投資級別債券的債務證券，以實
現提供資本增值和高流動性收益的投資策略目標。
基金在2011、2012和2013年表現分別為-2.95%、22.57%及
8.79%。基金標準差為15.25%與近三年的貝他值為15.24%及
0.99倍。資產百分比為92.62% 債券、7.38% 現金、0.7% 外匯/
衍生工具損益或其他及0.5% 未予分類。

資產地區分布為20.97% 英國和愛爾蘭、19.52% 地中
海、12.65% 德國和澳洲、10.28% 獨聯體和東歐、
8.21% 比荷盧經濟聯盟、8.17% 法國、3.41% 拉美、
2.67% 美國與美洲、1.67% 日本除外的亞太地區、
1.39% 瑞士、1.21% 中東和北非、0.97%斯堪的納維
亞、0.19% 日本及0.11% 加拿大。
資產行業比重為25.36% 通訊、18.07% 銀行與經紀

商、8.64% 周期性消費品、7.05% 資本財貨、6.99% 基

礎工業、6.95% 非周期性消費品、3.54% 其他金融業、2.78% 能
源、2.71% 公用事業、2.48% 運輸、2.11% 保險業、1.6% 國庫
券、1.53% 科技、1.42%準政府/次主權或機構債券、0.82% 房地產
及0.57%資產抵押證券/抵押擔保與外匯/衍生損益。
基金三大投資比重為 3.03% Wind Acquisition Holdings Fi-
nance SpA、 2.33% Telecom Italia 及 1.84% Fiat Finance and
Trade Ltd S.A.。

有利企業再融資降違約率
此外，相關發債企業在過往景氣稍弱的環境中仍顯保守，目前歐
元區負利率政策有利企業再融資、發新債還舊債，這樣的去槓桿過
程有利違約率繼續下降，為歐洲高收益債後市行情添憧憬。

儘管美銀美林歐洲
高收益債券指數今年
以來上升了 5.3%，
由於歐元區整體經濟
增長仍顯疲弱，倘若
投資者憧憬歐洲
央行在 9月宣布
加碼寬鬆力度，
會有利歐洲高收
益 債 後 市 動
能，不妨留
意佈局收集
建倉。

■梁亨

歐洲高收益債券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富達歐洲高收益基金 A ACC -0.55% 3.08%
天利歐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0.90% 7.40%
東方匯理歐洲高回報債券基金 AE C -0.91% -2.41%
標準人壽歐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1.19% 0.99%
安本歐洲高收益債券基金D1 -1.79%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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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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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2。前值+1

6月建築許可。預測-2.0%。前值+9.9%

6月民間信貸。預測+0.4%。前值+0.4%

6月房屋信貸。前值+0.5%

第2季出口物價。預測-4.5%。前值+3.6%

第2季進口物價。預測-1.3%。前值+3.2%

6月加班工資。前值+4.0%

6月建築訂單年率。前值+13.7%

6月房屋開工年率。預測-11.5%。前值-15.0%

Nationwide 7月房價指數月率。預測+0.5%。前值+1.0%；年率。預測+11.3%。前值+11.8%

6月消費支出月率。預測+0.1%。前值+1.0%

6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1%。前值-0.5%

7月經季節調整失業人數變化。預測減少0.5萬。前值增加0.9萬

7月未經季節調整失業人數。預測290萬。前值280萬

7月經季節調整失業率。預測6.7%。前值6.7%

7月經季節調整失業人數。前值291.6萬

6月失業率。預測12.6%。前值12.6%

7月通脹率初值。預測+0.5%。前值+0.5%

7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初值。預測+0.1%。前值+0.1%；年率初值。預測+0.3%。前值+0.3%

7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初值。預測-1.8%。前值+0.1%；年率初值。預測+0.2%。前值+0.2%

6月失業率。預測11.6%。前值11.6%

6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1%。前值-0.1%；年率。預測-1.8%。前值-1.4%

Challenger 7月企業計劃裁員人數。前值3.1434萬

5月國內生產總值(GDP)月率。預測+0.3%。前值+0.1%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7月26日當周)。預測30.0萬。前值28.4萬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7月26日當周)。前值30.2萬

一周續請失業金人數(7月19日當周)。預測250萬。前值250萬

第二季企業雇傭成本。預測+0.5%。前值+0.3%

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7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測63.0。前值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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