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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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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IER第四季企業信心。前值19.0%

NZIER第四季產能利用率指數。前值90.6%

路透1月短觀製造業景氣判斷指數。前值+10

12月生產者物價指數月率。預測-0.4%。前值0.0%

12月生產者物價指數年率。預測-1.4%。前值-0.9%

11月對歐盟貿易收支。前值13.73億盈餘

11月對全球貿易收支。前值53.97億盈餘

ZEW 1月經濟景氣判斷指數。預測+40.0。前值+34.9

ZEW 1月經濟景氣現況指數。預測+14.9。前值+10.0

11月製造業銷售月率。前值-0.6%

全美住宅建築商協會(NAHB) 1月房屋市場指數。預測58。前值57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5年1月20日（星期二）

馮 強金匯 動向

美元兌日圓上周初受制119.30阻力後跌幅擴大，上周五
曾一度反覆走低至115.85一個月低位，並於本周初大部分
時間活動於116.90至117.65水平之間。美國上周五公布12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按月下跌0.4%，進一步低於11月0.3%
跌幅，同時12月份的按年升幅亦放緩至0.7%，明顯低於
11月的1.3%，反映油價大幅下挫，正引致美國通脹呈現
下行壓力，數據對美元沒有造成太大衝擊，反而美元兌日
圓上周尾段持穩116水平後，迅速反彈至117.75水平，該
因素將有利美元兌日圓的短期表現。
另一方面，中國上證綜合指數周一大幅下跌7.7%，市場

避險情緒升溫曾帶動日圓反彈，不過美元兌日圓在116.90
至117.00水平之間獲得連番支持後，卻掉頭重上117水
平，顯示美元兌日圓過去兩個月依然守穩位於115.45至
115.85之間的主要支持區，將有助美元兌日圓短期內出現

反彈走勢。此外，日本央行本周二及周三連續兩天舉行政策會議，
投資對推高日圓抱有戒心，再加上歐洲央行本周四可能推出量化寬
鬆措施，亦大致反映在歐元兌日圓交叉匯價近期的跌幅上，可能限
制日圓升勢。預料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18.30水平。

油價反彈 金價撲1300美元
現貨金價經過上周四及周五連續兩日急速攀升，本周初的升勢稍
為放緩，大部分時間處於1,274至1,281美元之間。金價經歷過去
兩周反彈之際，紐約期油本周初已觸及每桶49美元水平，而布蘭
特原油亦一度重上50美元水平，將繼續有利金價保持近期反覆攀
升的走勢，若果日本央行及歐洲央行本周均相繼有進一步的寬鬆行
動出現，則金價的升幅將有機會迅速擴大。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
高至1,30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18.3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0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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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股基金趁調整收集
據彭博社的資料，受惠行業的趨勢，企業透過股息發放

與股票回購將現金回饋股東等友好股東政策，納指去年的
13.4%漲幅，優於標普500指數大盤上升約11.39%之餘，
前者指數也第三年跑贏後者。
每年第一季科技業不乏創新題材，美國年初消費電子展

(CES)向來也是科技市場發展趨勢的風向球，而且科技大
廠亦將於展覽期間推出新品，隨着雲端運算技術成熟、智
慧行動裝置普及，近年來各式各樣的聯網裝置陸續推出，
物聯網、智能家居、數碼醫療也成為前周CES展的亮點
所在。

物聯網附加值料年複合增3成
當中物聯網雖然在2014年創造的附加價值僅約400
億元(美元，下同) ，但據Gartner的報告，預估2020
年的附加價值可望達到1,900億元，達到年複合率約

30%的快速增長率，具備高度企業競爭力及盈
利增長前景。

而由於科技股具較高的盈利增長率、毛
利率及較高淨資產回報率，即使具較高的
貝他值，只要景氣復甦方向不變，加上全
球景氣復甦升溫、企業資本支出回升，有
望帶動相關科技企業供應鏈業績之餘，股價
也有機會跟着水漲船高，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

天利(盧森堡) 全球科技基金為例，主要是透過不少於2/3
的資產全球各地與資訊科技行業有關公司證券管理組合，
以達致投資金額增長的投資策略目標。
該基金在 2012、2013 和 2014 年表現分別為 5.91%、

23.42%及20.75%。基金平均市盈率、近三年的標準差、
夏普比率與貝他值為20.68倍、13.46%、0.95及1.07倍。
基金資產百分比為98.7% 股票及1.3% 貨幣市場。資產

行業比重為95.9% 資訊科技、1.8% 非必需品消費及1%
工業。資產地區分布為84.9% 美國、3.7% 以色列、2.2%
荷蘭、0.8% 加拿大、0.8% 台灣、0.5% 日本及0.2% 中國
內地。
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8.1% Lam Research Corp.、

7.5% 新思科技及4.8% 蘋果。

儘管納斯達克指數

在2014年12月29日

收盤的4,806.91點，

創 2000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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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亨

科技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天利(盧森堡) 全球科技基金 AU 11.62% 12.53%
恒生環球科技基金 A 11.00% 12.11%
景順科技基金 C 9.95% 4.81%
富蘭克林科技基金A ACC $ 9.16% 8.81%
富達環球科技基金 A 8.99% 11.56%
摩根美國科技（美元）A股（分派） 8.91% 2.26%
聯博國際科技基金 A 8.99% 5.27%

本周匯市震盪 瑞郎具升值空間
瑞士央行上周四意外宣布取消已實施三

年之久的瑞郎/歐元匯價上限，並將原已為
負值的指標利率進一步下調，撼動全球金
融市場。政策公布後在25分鐘內瑞郎兌歐
元飈升了逾40%，之後回吐半數漲幅，震
盪幅度之大為史上罕見。瑞郎兌美元飈漲
18%之前一度低見0.7360。瑞士央行此舉被
視為是防堵歐洲央行量化寬鬆資金湧入的
大絕招，也讓市場更加確信歐洲央行將於
本周四政策會議就採取行動，這也讓歐元

一度挫跌。外匯業界形容本
周歐央行的決定，將引起外
匯市場大波動。

市場料歐央行量寬非常龐大
就在幾天前，瑞士央行官

員還稱瑞郎/歐元匯價上限是
該國貨幣政策的基石。本月
稍早，瑞士央行總裁喬丹稱
匯 率 上 限 是 「 絕 對 的 核
心」。副總裁丹亭本周一則
表示，瑞郎匯價上限仍將是
央行政策的基石。瑞士央行
曾被認為是一家可以信賴的
機構，對政策有很強的掌控
力。堅持了三年，瑞士央行
在既沒有公告，也沒有太多
解釋的情況下，突然棄守瑞
郎匯率上限。央行政策立場
的突變，損害了公眾對瑞士

央行的信任。此匯價限制是在2011年歐元
區金融危機頂峰時引入的，意在防止瑞郎
升值導致經濟衰退和通縮。
市場臆測，歐洲央行的量化寬鬆規模將

非常龐大，屆時瑞士央行將難以守住瑞郎
匯價上限。瑞士央行總裁喬丹在記者會上
表示，取消瑞郎匯價上限並非是「恐慌性
反應」，而是因為該政策不具有持續性。
在取消匯價上限後，瑞士央行尋求通過降
低指標利率來阻止資金流入瑞郎，將目前
已然為負的指標利率再下調0.5個百分點至
負0.75%。瑞士央行還表示，將把三個月倫
敦銀行間拆放款利率(Libor)目標區間從負
0.75% 至 0.25% ，下調至負 1.25% 至負
0.25%。

美元兌瑞郎0.7085受考驗
預估短期內美元兌瑞郎仍見大幅波動，在

上周五仍見有近四百點的波動。於2011年8
月，美元兌瑞郎曾觸及0.7085，這亦將會是
下一個參考支持，其時市場對美國和歐洲財
政體質的擔憂，強化了瑞郎的吸引力。但之
後於同年9月初，瑞士央行宣布設定歐元兌
瑞郎最低匯率水平至1.20，美元兌瑞郎則重
新反彈，回穩至0.90上方水平。估計下一個
目標會指向0.70關口。至於目前較近支持則
預估為0.8450及0.83水平。另外，依據上周
四走勢，美元兌瑞郎曾在0.88水平附近遇到
阻力，這將可作為較近依據，較大阻力則料
為0.90及0.9220水平。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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