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5 文匯財經投資理財/經貿訊息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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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電子卡零售銷售月率。前值-0.1%

10月電子卡零售銷售年率。前值+5.4%

10月銀行放款年率。前值+2.3%

9月未經季節調整經常帳。預測5,342億盈餘。前值2,871億盈餘

零售業聯盟(BRC) 10月零售銷售年率。預測-0.5%。前值-2.1%

國民銀行(NAB) 10月企業現況指數。前值1.0

國民銀行(NAB) 10月企業信心指數。前值5

第三季房屋價格指數。預測+1.5%。前值+1.8%

10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前值39.9

10月服務業景氣判斷指數。前值47.4

NFIB10月小企業信心指數。前值95.30

馮 強金匯 動向 美元強勢 黃金基金難有起色

英鎊續承壓 關注通脹報告
英鎊兌美元上周五一度下跌至1.58水平下方，之前

英國公布8月商品貿易逆差擴大幅度高於預估，且美國
就業數據公布後，曾支持美元走高，打壓英鎊最低跌見
至1.5791，為2013年9月來最低。不過，始終美國勞工
部公布的非農就業崗位升幅不及預期，投資者藉此機會
對美元多個月來的漲勢獲利了結，美元在稍後時間回
跌，並促使英鎊兌美元逆轉跌幅，回升至尾盤報
1.5869。回到本周一，在紐約開市前美元繼續走低，受
到美國公債收益率下滑打壓。美元指數跌至82.287，脫
離上周五觸及的四年高位88.190。美國10月非農就業
崗位和薪資增長不及預期，促使美國公債價格大漲，收
益率自就業數據公布前不久觸及的一個月高點下滑。指
標10年期公債收益率在周一觸及2.2869%，低於美國
市場上周五收盤水準2.312%。收益率下降打壓美元，
英鎊兌美元升見至1.5910，上周五曾最低觸及1.5791。

市場料明年首季加息機會降
即將於本周三公布的英國失業率以及央行季度通脹報

告將受到市場關注，這將為英國央行何時加息透露出更
多線索。英國央行上周四維持利率在0.5%的紀錄低位

不變。倘若英國央行本周調降通脹及成長預估，可能激
勵金融市場擴大押注該行在2015年中以前都不會升
息，或要等到英國國會五月大選過後、甚或可能更晚才
會升息。
此前外媒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經濟學家對英國央行

將在明年首季升息的信心大大降低，近半數的受訪經濟
學家預期央行將在明年晚些時候升息。英國國內通脹放
緩且成長疲弱，是他們將升息時間預估調整至明年稍晚
的關鍵因素。

有再陷弱勢傾向下試1.58
自10月至今，英鎊走勢處於橫盤整固，期間三個頂

部分別見於10月9日的1.6226、10月21日高位1.6186
及10月28日的1.6182，逐級下調的高位，顯現英鎊
再陷弱勢的傾向，圖表指標暫亦沒見有明顯的轉勢跡
象，同時由於周中將公布關鍵的就業數據及通脹報告，
或會令英鎊周初仍傾向低位徘徊。下方支持預料會在
1.58及1.5720，進一步支持料為1.56水平。另一方面，
上方阻力可參考1.60關口及25天平均線1.6040，較大
阻力則為50天平均線位置1.6160水平。

美元兌日圓上周受制115.60阻力後掉頭
下跌，一度於本周初反覆下滑至113.85。美
國10月非農就業人數增幅遜於預期，美元
兌日圓迅速遇到回吐壓力，並於本周一失
守 114 水平，而日經平均指數周一下跌
0.59%，亦對美元兌日圓走勢構成負面影
響。此外，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上周再度
暗示把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擴大約1萬億歐
元之後，歐元兌日圓交叉匯價明顯受制143
及 144 水平，更於本周一反覆走低至
142.10，走勢有反覆下跌傾向，不利美元兌
日圓短期表現。
日本央行10月31日會議後宣布把貨幣基
礎規模的年增量擴大至80萬億日圓，措施對
經濟的影響不會迅速顯現，但日圓的急跌走
勢可能引致日本厚生勞動省往後公布的實質
工資成長率進一步下跌。若果日本內閣府下
周一公布的日本第3季經濟成長未能較第2季
大幅改善，降低日本政府在12月決定增加銷
售稅至10%的機會，則不排除部分投資者將
會傾向先行回補日圓空倉獲利，擴大美元兌
日圓的回吐幅度。雖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近
日否認提前解散眾議院，但隨早前可能解
散眾院及提早選舉的傳聞明顯不利美元兌日
圓走勢，預料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低至
112.60水平。

油價回升 金價上試1180阻力
現貨金價上周五受制1,178美元阻力後，本周初曾稍
為回軟至1,168美元，不過遜於預期的美國非農就業數
據引致美元近日走勢偏弱，限制金價跌幅，再加上美
國期油上周持穩每桶75美元水平後呈現反彈，並於本
周初重上79美元水平，將對金價走勢構成正面影響，
有助現貨金價進一步挑戰1,180美元主要阻力位。預料
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19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低至112.6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19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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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3月起，美聯儲開始實行美元QE政策，美元匯價
即在低利率環境下貶值，美匯指數由最高的88.46點水平下跌，
一直到今2014年7月才穩往，目前美聯儲寬鬆貨幣政策已暫告
一段落。
此外，日本、歐洲經濟疲軟，持續貫徹量化寬鬆，而國際金

價在日本央行宣告日圓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擴大規模下，跌破一
年多以來牛市最重要底線的每盎司1,200元。

料明年中加息 美元來季呈強
市場預期美聯儲最快明年中加息，日圓、歐元匯價
仍有下滑機會，美元步步高升已成既定趨勢，美元將
成為來季的強勢貨幣之餘，與美元反向而行的金價後
勢看來不妙。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為例，主

要是透過不少於70%總資產投資在黃金和其他
貴重金屬礦脈股產業鏈的證券管理組合，以達
致最大限度地提高總回報的投資策略目標。

該基金在2011、2012和 2013年表現分
別為-17.9%、-8.16%及-48.06%。基金平均
市盈率、近三年的標準差、夏普比率與貝他
值為26.23倍、31.95%、-0.1及1.9。
資產地區為40.62% 加拿大、23.84% 美國、

19.27% 英國、6.47% 澳大利亞、2.48% 墨西哥、1.5% 南非、
0.97% 俄羅斯、0.8% 香港、0.51% 秘魯及0.39% 比利時。
資產行業比重為73.67% 黃金、14.75% 貴金屬及礦產貴重金

屬與寶石、8.44% 其他金屬及0.06% 工業商品。資產百分比為
96.92% 股票及 3.08% 貨幣市場。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
8.3% Source Physical Gold、5.3% Franco-Nevada Corp.及 5%
Ivanhoe Mines Ltd.。
另一方面，有財務理論將黃金與石油兩者稱為「災難性商品

(Disaster Goods) 」，是兩者在系統性危機中漲、跌勢特別明
顯；在牛市行情時，油價比金價先漲；在熊市市場中，金價比
油價先跌，而市場估計這波金價底部最大下限價為每盎司967
元，難免讓相關礦脈股受壓於金價下行軌道。

儘管投資者買金避險
的需求再度提升，結束
紐約12月期金七日的
跌勢，上周五收市大升
27.2元(美元，下周)，
報每盎司1,169.8美元
或升2.4%，是6月19
日以來最大的單日升
幅。不過，紐約期金上
周還是跌近2元，周線
連收三連陰；在美元
強勢局面未有扭轉
過來之前，一眾
貴重金屬礦脈股
難 有 起 色 。

■梁亨

黃金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A2 USD -26.68% -8.31%
蘇黎世黃金基金 -27.38% -11.60%
富蘭克林黃金及貴金屬基金 A ACC $ -28.01% -8.92%
天達環球黃金基金 A -29.90% -14.57%
景順金礦基金 C -34.35% -14.06%
東方匯理金礦基金 AU C -37.14%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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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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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宇上海報道）河南盛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昨天在上海股權托管交易中心掛牌上市，
標誌河南生物企業正式進軍證券市場，該公司也是河
南駐馬店確山縣的第一個上市公司。

投資10億 年產7.5萬噸
河南盛德生物科技是一個集研發、生產和銷售為一

體的高新科技企業，其公司自主研發的0.3%苦參鹼生
物農藥純天然無公害，填補了內地純生物農藥殺蟲劑
的空白，並已經獲得國家專利在國內外市場開始使
用。目前該公司在確山縣的廠房計劃總投資10億元人
民幣(下同)，年產為7.5萬噸，產值69.75億元。據盛
德生物董事長孫偉年介紹，在上海股交中心掛牌將進
一步擴大公司的規模，為河南盛德進入主板市場做準
備。
據北京都市農業研究院院長王有年介紹，目前農業生

產中還在長期使用化肥，但是其危害頗大，相比化肥來

說，純天然無公害的生物農藥的出現將大大提高食物的
產量和解決食品安全問題，該領域的發展前景十分廣
闊，也是以後生產需要的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
門報道）國家海洋局日前於廈門舉
行的國際海洋周上發布《2013年東
海區海洋經濟發展報告》顯示，
2013年東海區海洋生產總值逾2.15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年
增長 4.69%，近三年年均增長
9.6%。

《報告》指出，東海區海洋生產
總值佔內地海洋生產總值的40%，
海洋經濟具有一定的優勢。

閩海洋生產總值增幅最大
「十二五」以來，東海區海洋生
產總值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始終
保持在 15%以上，2013 年達到

15.4%，海洋經濟對國民經濟貢獻
較高。
國家海洋局東海分局局長劉刻福介

紹，以長三角經濟區為核心、涵蓋江
蘇、上海、浙江、福建三省一市的
東海區，2013年以來海洋經濟實力
進一步增強。按海洋經濟總體發展
水平來看，福建省海洋生產總值增
幅最大，達到31.6%；上海市海洋生
產總值最高，達到6,306.3億元。

東海海洋產值去年逾2萬億

河南盛德生物上市擴產能

■河南盛德生物科技掛牌儀式現場。 曹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