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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強金匯 動向 健康護理基金中線佳選

央行干預風險 瑞郎升幅受限
瑞郎兌歐元周二觸及26個月高位，進一步接近瑞士

央行設定的1.20上限，引發瑞士央行可能將干預匯市以
壓低瑞郎的言論。由於瑞士11月30日即將進行公投，
該公投旨在防止瑞士央行出脫黃金持倉，迫使其在資產
中至少持有20%的黃金，投機客正在瞄準央行設定的瑞
郎上限。

央行關注月底黃金公投
瑞士央行總裁警告，倘若公投過關，將迫使瑞士央行
買進價值約700億瑞郎的黃金，且可能造成央行維持匯
價穩定的能力受限。
美元兌瑞郎上周五高位觸及0.9740，逼近去年7月9日
高位0.9751，預計此區連同去年5月高位0.9838將為後
市兩個重要阻力參考，倘若漲幅進一步擴大，目前將直
指1.009關口，去年7月曾測探此前關口，但其時亦僅觸
高至0.9951，隨後兩個月則告大幅度回落。下方支持方
面，先會留意0.9580，關鍵則會上升趨向線0.9520，附
近亦見50天平均線位於0.95水平，估計美元若然失守此
區，才顯現明確的回落訊號。較大支持預估在0.9345，
為今年5月以來累計漲幅的三分一回吐水平。
在半年度金融穩定性報告中，新西蘭央行表示將在

頗具風險的住房貸款問題上保留頗具爭議的限制性措

施，因為移民大幅增加導致房價上漲的風險加大、而
乳品價格回落則正推高貸款違約的風險。

紐元反彈阻力0.7945
對於紐元匯率，央行指出紐元高於可持續、合理的

水平，紐元可能會因為美聯儲(FED)在未來收緊貨幣政
策、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而進一步貶值。央行表示，儘
管今年稍早數次加息，但利率政策仍寬鬆；中性利率

水平仍在4.5%左右。
圖表走勢分析，在2013年8月5日紐元兌美元曾低試

至0.7670，雖然上周五曾輕微跌破，但其後已迅速拉
回，由於在同年的6、7月份亦多次固守0.7670之上，
故相信會為紐元下試的一個重要支撐位，破位延伸支持
料為0.75水平。另一方面，上方阻力預估在下降趨向線
0.7870及 50天平均線0.7945，下一級可看至0.80關
口。

英鎊上周在1.5790美元獲得較大支持
後略為反彈，一度於本周二反覆走高至
1.5945美元，主要是英國零售業聯盟周
二公布 10月整體零售銷售按年攀升
1.4%，較9月下跌0.8%顯著改善。英國
國家統計局周三公布第3季失業率為
6%，低於第2季的6.3%，而第3季新增
就業人數按季上升11.2萬人，顯示英國
第3季就業市場繼續改善，不過英國第3
季薪金(連花紅)增長按年僅上升1%，低
於9月1.2%通脹年率，未對通脹構成升
溫壓力。
英國央行周三公布11月通脹報告，表
示通脹年率未來數月會低於1%，將今
年物價增長預測從早前的1.9%下調至
1.2%，同時把 2015 年的評估下調至
1.4%，認為通脹年率將需要3年時間才
會回復央行的2%目標水平，暗示英國
通脹將有迅速下行風險，英國央行明年
將不會有升息行動，消息導致英鎊失守
1.59美元水平。此外，英國央行把2015
年及2016年的經濟成長預測分別向下修

訂至2.9%及2.6%，反映歐元區經濟疲弱，將令
英國經濟有下行壓力，不利英鎊表現，預料英鎊
將反覆走低至1.5700美元水平。

觀望油價走勢 金價上落市
周二紐約12月期金收報1,163美元，較上日升

3.2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1,177美元阻力
後，周二曾回落至1,146美元，但隨着現貨金價
在1,146至1,147美元之間持續獲得較大支持後迅
速反彈，一度重上1,173美元，顯示現貨金價在
1,150美元之下有較強支持，暫時限制金價下行幅
度。若果布蘭特原油稍後能繼續守穩周二的每桶
80美元水平4年低位，令原油價格跌幅放緩，將
有助穩定金價走勢，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
1,140至1,180美元之間。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走低至1.57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料續於1,140至1,180美元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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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美國總統奧巴馬醫改出台前，開拓突破處方藥、疫
苗和醫療設備，是意味着行業要走在最高的等級技術前端，讓
公司產品保有市場競爭力，以支撐公司的經營溢利與收益。

醫療保健企業盈利勝預期
雖然美股財報進入尾聲，重量級企業財報幾乎揭曉完畢，但

據彭博社的資料，標普500成份股第三季財報的結果，有成長營
業收入超出預期企業盈利的企業數目高達6成，而盈利優於預期
企業數目則超過8成。
當中醫療保健盈利超出預期的企業數目佔85.4%，比科技
股超出預期佔81.6%為佳，由於表現也名列前茅，吸引了市
場挹注，讓S5HLTH第四季起累計上升6%，優於近日屢創
新高的SPX同期的3.56%漲幅。

即便受美國共和黨在國會中期大選勝出，會為奧巴
馬的醫改添阻滯，但醫改涉及由1,000萬人的醫保利
益基礎增加至2,000萬人，醫療保健行業綑綁龐大的
選票利益與政治計算，是任何政黨不容忽略的，
剝奪選民的醫保保障就等同自我政治自殺，讓健
康護理行業後市的剛性需求魅力不減。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法巴全球健康護理股票基金

為例，主要是透過全球健康護理行業的公司證券管理

組合，以實現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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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15.66%及
31.67%。基金平均市盈率、近三年的標準差、夏普比率與貝他
值為21.05倍、10.74%、2.65及0.91倍。
資產行業比重為56.89%製藥、24.48%生物技術與醫療、
15.99%健康護理與醫療產品及2.64%生命科學工具與服務。資
產地區分布為68.85%美國、9.62%瑞士、5.32%英國、3.56%法
國、3.52%其他地區、3.24%德國、2.13%丹麥、2.01%加拿大及
1.75%日本。
基金資產百分比為100%股票。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

5.19%羅氏控股公司、4.86%默克藥廠及4.62%吉利德科學公司。

雖然健康護理行業由於剛
性的需求，被認為是熊市市
場中的防禦性資產配置佳
選，然而隨着上世紀嬰兒潮
人口老齡化，相對於今年屢
創 新 高 的 標 普 500 指 數
（SPX）今年累計 17.5%
漲幅，同期標普健康護
理板塊（S5HLTH）的漲
幅卻高達29.43%，反映
醫療保健行業已成為
有顯著增長前景的
行業，投資者不妨
以中線收集相關基
金建倉。 ■梁亨

健康護理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法巴全球健康護理股票基金經典資本類別 10.65% 17.80%
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A2 USD 9.86% 19.87%
富達環球健康護理基金A ACC 9.56% 17.52%
安盛泛靈頓健康基金 AC USD 9.39% 19.01%
蘇黎世健康科學基金 9.13% 19.94%
宏利康健護理基金 AA 8.28% 14.00%
景順健康護理基金 C 7.84% 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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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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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58.1
10月食品價格指數。前值-0.8%
11月製造業景氣判斷指數。前值+8
10月企業物價指數月率。預測-0.4%。前值-0.1%；年率。預測+3.5%。前值+3.5%
9月核心機械訂單月率。預測-1.9%。前值+4.7%；年率。預測-1.3%。前值-3.3%
10月房價差值。預測+26。前值+30
9月工業生產修正值。前值2.7%
9月產能利用率月率修正值。前值-1.7%
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終值。預測-0.3%。前值-0.3%；年率終值。預測+0.8%。前值+0.8%
10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終值。預測-0.3%。前值-0.3%；年率終值。預測+0.7%。前值+0.7%
10月生產者/進口物價月率。前值-0.1%；年率。前值-1.4%
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終值。前值+0.1%；年率終值。前值+0.1%
10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終值。預測+0.3%。前值+0.3%；年率終值。預測+0.2%。前值+0.2%
9月新屋價格月率。預測+0.2%。前值+0.3%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11月8日當周）。預測28萬。前值27.8萬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11月8日當周）。前值27.9萬
一周續請失業金人數（11月1日當周）。預測235萬。前值234.8萬
9月職位空缺數。預測481萬。前值483.5萬

10月聯邦預算。預測1,117億赤字。前值1,060億盈餘

上綜指叩2500 自貿概念股普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周二天量
震盪收跌後，滬深兩市昨企穩反彈，成交量較上日的
歷史高位大減34.6%。兩市大幅低開，上證綜指下探
日內低點2,445點，午後轉跌上揚，以接近最高點
2,494收盤，逼近2,500點，漲幅1%，成交2,157億
元（人民幣，下同），較周二減少四成半；深證成指
收報8,410點，漲幅1.17%，成交1,637億元。周二大
跌的創業板縮量反彈0.97%，收報1,476。

銀行股回調 兩市成交縮6成
由於銀行股普遍回調，兩市成交大幅萎縮約六

成，較之前平均日交易量略低。盤面看，雖然銀行股

回調跌超1%，但券商集體拉升護盤指數，板塊漲超
4.5%，領漲兩市。運輸物流、農林牧漁、地產漲超
2%。受亞太自由貿易區路線圖獲得APEC經濟體領
導人會議通過消息提振，自貿區概念普遍上漲。半新
股大漲超5%，個股現漲停潮。上海自貿區、高鐵概
念、高送轉等概念股表現活躍，兩市漲停個股達到
50隻，沒有跌停個股。
湘財證券策略分析師朱禮旭認為，本輪市場上漲

主要受消息刺激驅動，隨着「一帶一路」、滬港通等
消息的逐漸明朗，市場上行的動力逐漸減弱。同時，
從歷史數據來看，巨額成交量經常伴隨着行情的階段
性拐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瑋燦
上海報道）經歷「銀十」之後，
踏入11月的上海樓市疲態再現。
中原地產數據顯示，11月第一周
新建商品的住宅成交面積17.2萬
平方米，環比減少48.7%。同時，
截至本月12日，上海住宅庫存量
已超過1,346萬平方米，達到歷史
新高。

新建住宅成交減近5成
業內人士分析，「銀十」高成

交量的形成與一些地產商在十月
集中推新盤密不可分，但這也造
成了交易量提升比不過推盤量提
升，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原本就
不小的「去庫存」壓力。
數據顯示，上周新建商品住宅成

交均價為每平方米26,367元人民
幣，環比下跌7.3%。從環線來看，
內中環均價環比下跌12.3%；內環
內和郊環外是唯一兩個均價環比上
漲區域，分別為2.1%和7.4%。
從區域來看，嘉定、松江、寶

山等外圍地區依舊是成交市場的
熱點，但與上月的火熱行情已相
較甚遠。本月第一周寶山成交量
環比減少約50%，嘉定成交量環
比減少約30%。
上海中原地產研究諮詢部經理

盧文曦表示，由於發展商前期推
盤節奏過快，現在正在逐步清理
一些戶型結構稍差的尾盤，因此
推新房速度開始降低。而買方在
沒有新房入市的情況下對市場更
無興趣，出現等待情緒。新政並
未完全落地，銀行態度始終曖
昧，這樣的情緒會逐步影響到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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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樓市今月首周交投慘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