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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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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前值52.0

Markit 1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48.6。前值47.5

Markit 1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48.3。前值50.6

Markit 1月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前值49.7

Markit 1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1.7。前值51.2

Markit 1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2.5。前值52.1

Markit 1月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前值52.0

12月對非歐盟貿易收支初值。前值40.4億盈餘

Markit 1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1.0。前值50.6

Markit 1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2.0。前值51.6

Markit 1月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1.8。前值51.4

12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6%。前值+1.6%；年率。預測+3.0%。前值+6.4%

12月扣除能源的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7%。前值+
1.7%；年率。預測+3.3%。前值+6.9%

12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6%。前
值-0.4%；年率。預測+1.6%。前值+2.0%

央行12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4%。前
值-0.2%；年率。預測+2.2%。前值+2.1%

11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2%。前值0.0%

12月成屋銷售年率。預測506萬戶。前值493萬戶

12月領先指標變動月率。預測+0.4%。前值+0.6%

馮 強金匯 動向 經濟復甦 美小型股基金看好

加元突減息急瀉 殃及澳元下探0.8
周三加拿大央行意外降息後，加元遭受重挫至六年低

位。加拿大央行將隔夜貸款利率由1%降至0.75%。加拿
大央行總裁波洛茲表示，意外降息是一種保險措施，可
防範油價衝擊給加拿大帶來的風險。央行並將2015年上
半年經濟成長率預估從2.4%調降至1.5%，意味着經濟
中的過剩產能將會增加。加拿大央行成為最新一家令市
場措手不及的中央銀行，此前瑞士央行在上周意外宣布
棄守其維持三年之久的匯率上限。美元兌加元周三最高
升見1.2394。
月線圖所見，目前向上重要阻力可參考1.25及250個
月平均線1.2620，尤其留意250個月平均線，於2008年
10月至2009年3月期間，月度高位多次衝擊，亦僅是點
到即止，故250個月平均線將為中期一個重要參考，再
下一級則會留意1.30至1.3060區域。日線圖走勢，今年
年初美元兌加元突破之前兩周的整固區間，故短線亦將
以區間頂部1.1670作支持依據；較近阻力可見於1.2110
及1.20水平。

市場押注澳央行跟隨減息
加拿大央行意外降息之後，澳洲市場迅速反映出澳洲

央行短期內降息的機率升高，原因之一是兩國同為大宗
商品出口大國的相似性。周四的利率期貨暗示，澳洲現

為2.5%的指標利率在下月調降25個基點的機率有三分
之一，較幾天前僅有二十分之一的機率驟然提升。市場
目前已完全消化預期央行4月前降息，及未來12個月將
降息將近50個基點。指標性的澳洲10年期公債收益率
已經跌至僅比隔夜拆款利率略高出幾個基點。加拿大央
行周三意外宣布降息25個基點，以應對油價急挫對經濟
成長和通脹目標的威脅。而澳洲近年也深受最大出口項
目鐵礦石價格重挫之苦。隨着投資人押注澳洲央行將跟
進加拿大降息，澳元兌美元再次下滑至0.80區間，逼近
位於0.8033的六年低位。
技術走勢而言，澳元兌美元本月已數度探試0.80的心

理關口，若這次仍然守穩，可視為澳元企穩的初步跡
象，在2010年5月至6月期間，澳元亦是觸近0.80關口
而未有跌破的情況下，隨後展開大幅反彈。下一級阻力
將會留意延自去年9月的下降趨向線，目前位於0.8270
水平，破位才有望開展回彈趨向。以黃金比率計算，
38.2%及 50%的反彈水平會看至0.8370及 0.8475。不
過，若然0.80這個重要關口終歸失守，則需警惕澳元會
延續更為猛烈的下跌勢頭，尤其預料0.80附近水平應佈
置着不少止損盤，因此一旦這些止損盤被觸發，澳元將
應聲挫跌。預估下方支持可看至0.7820及250個月平均
線0.77水平，關鍵則指向0.75水平。

紐元本周初受制78.10美仙附近阻力後
走勢偏弱，先後失守77及76美仙水平，
並一度於周四反覆下跌至75.12美仙附近
兩年半低位。繼瑞士央行上周四突然取消
瑞郎與歐元掛鈎，加拿大央行本周三意外
宣布降息四分之一厘，投資者憂慮部分央
行亦將會作出市場預期之外的行動，而加
拿大央行在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之際迅速減
息，明顯欲避免有通縮風險，同時通過貨
幣政策讓加元進一步下跌以協助出口，該
些因素均是拖累澳元及紐元近日跌幅擴大
的原因之一，反映原油價格過去半年來持
續下跌，正逐漸迫使部分央行需要改變其
貨幣政策，加劇貨幣的動盪走勢。
新西蘭統計局周三公布新西蘭第4季消
費者物價指數按季下跌0.2%，兩年來首次
下跌，不排除新西蘭央行下周四政策會議
後，可能發出偏向中性的會後聲明，增加
紐元的下行壓力。雖然乳製品價格在本周
二全球乳製品拍賣中上升1%，並且是連
續第3次攀升，不過消息未令紐元受惠，
反而IMF本周二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測，
商品貨幣的跌幅卻有進一步擴大傾向，導
致紐元輕易失守兩個多月來位於76.00至
76.60美仙之間的主要支持區，預料紐元將
反覆跌穿74.00美仙水平。

關注希臘大選 金價反覆看好
周三紐約2月期金收報1,293.70美元，較上日下
跌0.50美元。現貨金價周三攀升至1,305美元附近
後遇到回吐壓力，周四曾一度走低至1,283美元附
近，歐洲央行將於本周四公布會議結果，而市場在
等候歐洲央行宣布購買主權債計劃的詳情及規模之
前，部分投資者傾向先行沽金獲利，限制金價升
幅，不過希臘即將在周日舉行大選，市場避險情緒
有機會升溫，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300美元
水平。

金匯錦囊
紐元：紐元將反覆跌穿74.0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30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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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基會(IMF)在其「世界經濟展望」新季度報告指，在全球主要經
濟體皆陷於成長停滯或遲緩時，美國可說是一枝獨秀，並預測美國
今、明年經濟增長分別可達3.6%與3.3%。
而據《華爾街日報》對66名經濟學家的採訪調查，他們平均對

2015年的經濟前景樂觀，並預估美國今年經通脹調整後的GDP將增
長3%，高於對2014年的預測增長2.6%。

失業率降薪資升 有利小企盈利
此外，受訪者平均預測美國失業率將由2014年 12月份的
5.6%，到今年12月份降至5.2%，當中更有15%的受訪者樂觀
預測失業率在年底會跌破5%。
由於薪資料隨勞動市場更趨緊俏而上升，這調查估計平均時

薪的年增長率在2014年雖然會降至1.7%，不過預測今
年6月與12月的平均時薪將分別漲至2.2%以及2.6%。
如果預測達標，這將是自2008年以來薪資增長最快
的一年，為僅有18%的營收來自海外的美國小型股
公司經營增添憧憬；加上目前美國小型股相對於
美國大型股的溢價幅度已經回到正常水平，只要當
前增長前景相似時，前者表現將有機會優於後者。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摩根美國小型企業增長（美

元）A股基金為例，主要是透過美國的小型企業或與美

國小型企業相關連的證券組合，以實現長期資本增值的投資策略目
標。
該基金在 2012、 2013 和 2014 年表現分別為 8.64%、 45.67%

及-1.38%。基金平均市盈率、近三年的標準差、夏普比率與貝他值
為225倍、15.24%、0.82及1.18倍。
基金資產行業比重為26.3% 健康護理、23.6% 科技、15.6% 非必
需品消費、13.8% 耐用品生產商、8.5% 金融業、7.2% 材料與加
工、3.4% 能源、0.9% 必需品消費及0.7% 公用事業。
資產百分比為 100% 股票。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 2.4%
Middleby Corp.、2.4% Acuity Brands Inc.及 2.1% Acadia Healthcare
Company Inc.。

儘管以小型股為主
的 羅 素 2000 指 數
(RTY)於2014年第四
季漲了 8.1%後，開
年起累計也跌了
3.19%；然而投
資者若憧憬美國
復甦力度可望繼
續保持，有利
RTY 基 本 面
前景，不
妨關注及
收集相關
基金。

■梁亨

美國小型企業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摩根美國小型企業增長（美元）A股（分派） 9.31% -8.53%
施羅德美國小型公司基金A ACC 9.18% -5.91%
安本北美小型公司基金 A2 9.18% 5.72%
美盛銳思美國小型資本機會基金 Prem Acc $ 6.15% -6.50%
路博邁—NB美國小型企業基金USD Adv 3.16% -3.22%
宏利美國小型公司基金 AA 0.22% -7.46%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5年1月2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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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GDP增速 津渝黔藏達10% 浙樓市過剩 政協冀控土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

道）深陷高庫存困局的房地產行業，在浙
江省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經濟界組的討論
上，成為省政協委員熱議的話題之一。委
員們普遍認為，2015年浙江房地產市場
將維持目前供給過剩的局面，希望政府能
加強宏觀調控，嚴控土地出讓。

戴方國指經營嚴峻
浙江億邦房產董事長戴方國說，今

年浙江房地產企業面臨非常嚴峻的局
面，儘管宏觀調控很多措施已經推
出，但房地產市場並沒有出現明顯的
好轉。「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在
高庫存的情況下，仍在推地，這給浙

江的房地產企業去庫存增大了壓
力。」戴方國坦言，雖然土地出讓是
政府很大的一塊財政來源，但房產銷
售稅金也不小。榮安集團董事長王久
方表示，目前浙江房地產開發企業面
臨的困難主要是表現在銷售方面。

陳正興料房企兼併
浙江省政協常委、經濟委主任陳正

興認為，浙江房地產行業洗牌的時代
已經來臨，房產企業將面臨更大規模
的兼併重組。「浙江房價可能會長時
間在目前的價位徘徊，很多房產企業
會辦不下去，而且今年被兼併的企業
會越來越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明天津報道）繼1月20
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GDP)
增速略低於7.5%後，內地各省市區「大數據」陸
續公布。1月21日下午，天津市政府召開新聞發
佈會公布，2014年天津市生產總值為15,722.47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0%。

港資佔津外資比重低於5成
天津市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向本報記者透露，

去年全國GDP增速達到兩位數的只有天津、
重慶、貴州和西藏。他說，雖然這四個省市自
治區GDP增速都達到了10%以上，但「差距
都不大」，具體的排名還要等國家統計局即將
公布的排名為準。港資佔外資比例首次低於
50% ，天津市實際利用來自香港的外資額為
93.83億美元，同比減少了2.2%，佔全部實際
利用外資的比例也首次不足一半，為49.7%。
他認為香港對內地投資略有下降應是一個「普
遍現象」。

內資活躍 京冀投津佔4成

2014年，天津市累計引進國內招商引資項目
3,513個，到位資金3,600.32億元，同比增長
15.36%。其中，引進北京和河北的項目1,307
個，投資1,493.36億元，佔全市實際利用內資
的41.5%。在天津口岸的進出口總額中，來自
京冀的貨物比重達到34.8%。

津民營經濟成為新增長點
與整體經濟態勢「下滑」的情況相反，去年
天津市民營經濟逆市上揚，表現出越來越強的
市場「主體」地位。
2014年，天津市民營工業總產值為10,845.75

億元，增長21.7%；民間投資6,743.68億元，增
長32.1%，快於全社會投資17個百分點，比重
達到57.9%。民營企業外貿出口114.69美元，
增長22.9%，快於全市出口增幅15.6個百分
點。民營經濟稅收達到1,202.92億元，增長
15.9%，快於全市稅收增幅2.4個百分點。

■天津市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公布去年經濟運行
表現。 記者達明攝

■責任編輯：李一凡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農曆新年是港人最為重視的節日之一，既想在新一年接收更
多的福氣，亦希望來年順境，好運滿載。配合濃厚的新春

氣氛，天際100與著名奇門遁甲堪輿學家雲文子攜手合作，共同
設計新春主題福運擺設及推介羊年行大運方位；場內不同位置將
提供以「才」、「緣」、「富」為題的福運擺設，配以剪紙藝
術，演繹其帶來吉祥的代表物，盡顯祝福意義。三大行運方位包
括文昌位(增強學習能力)、人緣位(催旺人緣婚嫁)，及正財位(增
加財運利潤)；現場更備有特色小道具，讓訪客拍下寓意吉祥的
有趣照片，寓意訪客於羊年盡得學業、事業、姻緣、財運，事事
美滿！

港人尊享特別優惠
為答謝港人支持及慶祝新春，天際100將於活動期間推出「新春

港人門票優惠」及「二人同行，肖羊港人免費」優惠，鼓勵港人到
訪。優惠期間，凡出示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明文件的小童(3-11歲)
或長者(65歲或以上)，可於天際100之一樓票務大堂以新春優惠價

港幣$80購買小童或長者標準門票一張(原價港幣$118)；全日制學
生(11歲以上) 出示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明文件及學生證，亦可以上
述優惠價港幣$80購買門票一張(原價港幣$168) ，成人更可以88折
購買門票一張。
此外，所有羊年出生的港人於優惠期間到臨天際100之一樓票務

大堂，出示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明文件並購買正價成人標準門票一
張，即可獲贈免費門票一張，實行「二人同行，一人免費」！讓本
港訪客以優惠價登上393米高空，於天際歡度佳節！

360度高空觀賞璀璨煙火喜迎羊年
乙未年(2015)農曆新年煙花匯演將於2月20日（農曆年初二晚）

舉行，天際100誠邀訪客到臨現場，在舒適的室內環境遠離擠擁的
人群、並在全球最美天際線的襯托下，欣賞絢爛多姿煙花匯演，盡
享不一樣的體驗！天際100「新春煙花匯演門票」將於1月26日正
午12時起於天際100官方網站公開發售，門票只限網上訂購，數量
有限，欲購從速。

過去多次的BB博覽，「全球銷量No. 1 有機嬰幼兒食品品牌」HiPP喜寶的優質有機嬰
兒食品幸得各位爹哋媽咪的鼎力支持。今年，HiPP喜寶於1月30日起一連3日的BB博覽
再與大家見面。
HiPP喜寶今次以超優惠的體驗價推出HiPP喜寶有機果汁，憑入場小冊子內的優惠券可

以接近原價4折購買。一系列的果汁均以100%有機蔬果製造，豐富維他命C及纖維，有
助增強抵抗力及調調便便。選取天然成熟蔬果，比自製的蔬果汁蘊含更豐富、全面的營
養。同場更有其他優惠，包括有機無激素的雙益奶粉及展場獨有的產品。
HiPP喜寶攤位：H15-16 (會展Hall 5)查詢熱線：2156-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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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農曆新年及情人節，香港文化旅
遊購物地標「1881」特別以「Love is in
the Air」為主題，將露天廣場打造成浪漫
洋溢的夢想世界，寓意愛無處不在。七彩
繽紛、高達8米的巨型心形氣球豎立在廣場
中央，如在空中隨風飄揚，旁邊被一片片
白雲包圍着，讓遊人恍如置身色彩繽紛的
夢境中，象徵祝願新一年夢想成真。自推
出自拍專區以來，極受遊客歡迎，故今次
續設自拍專區，旁邊更設有一對造型可愛
的綿羊，讓遊人可抱着拍照，愛侶們亦可
於白雲上休憩，手挽凌空的氣球拍照，預
祝羊年滿懷希望和愛意，加上於情人節及3
月份周日特別安排的管弦樂三重奏，演奏
醉人情歌，倍添溫馨。
長江實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黃思行
表示，情人節及農曆年是「1881」繼聖誕
節後另一消費高峰，因此，「1881」每年
均以情人節為主題設計大型的裝飾與遊人

慶祝，有別於香港其他大型商場一般的較
中式的新年裝飾，別具一格，讓旅客能感
受到喜氣及濃濃的浪漫氣息。每年內地春
假與西方情人節皆十分接近，預料來港度
歲的內地旅客數字看俏。「1881」內各旗
艦店亦分別推出情人節禮品，使「1881」
成為情人節最尊貴的購物必然之選。

「1881」打造「Love is in the Air」浪漫夢想世界

HiPP喜寶亮相BB博覽

■「1881」特別以「Love is in the Air」為
題，在廣場中央豎立一束高達8米的巨型心
形氣球，打造成浪漫洋溢的夢想世界。

農曆新年將至，為迎接這喜氣洋洋的傳統節日，天

際100香港觀景台將於2015年1月30日至2月28日

期間特別呈獻「迎高接福在天際」推廣活動，誠邀訪

客親臨位於全港最高大廈的觀景台，配合其置身於

393米高及市中心唯一能360度飽覽香港全景的最佳

位置，於天際行大運；屆時更提供福運擺設於不同方

位，讓訪客360度轉出好運，為新一年添旺氣！

「「迎高接福在天際迎高接福在天際」」
天際天際100100推出新春多重驚喜優惠推出新春多重驚喜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