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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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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預測+0.7%，前值+
1.0%；年率，預測+3.3%，前值+3.2%

路透短觀製造業3月景氣判斷指數，前值+11

投資外國債券(一周)，前值買超2,704億

外國投資日本股票(一周)，前值買超2,901億

2月貿易收支，前值34.33億盈餘

第一季三個月倫敦銀行間拆放款利率(LIBOR)目標，預
測-0.75%，前值-1.25%->-0.25%

第四季勞工成本年率，前值+1.3%；薪資成本年率，前值+1.4%

第四季經常帳收支，預測1,036億赤字，前值1,003億赤字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3月12日當周)，預測萬，前值28.9萬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3月12日當周)，前值30.225萬

一周持續請申領失業金人數(3月7日當周)，預測萬，前值241.8萬

2月領先指標月率，預測+0.3%，前值+0.2%

費城聯邦儲備銀行3月製造業指數，預測7.4，前值5.2

馮 強金匯 動向 投資級企業債基金回報穩

慎防聯儲議息後 美元獲利回吐
美元指數周三早盤仍見100下方的附近水平，美國

聯邦儲備理事會(FED)即將宣布政策決議，料將向近
九年來的首次升息邁出重要一步。美元上周五一度
刷新12年高位100.39。一連串美國非農就業報告表
現強勁，令外界強烈認為美聯儲將不再使用「耐
心」一詞；但美聯儲是否升息料仍取決於經濟形
勢，尤其是通脹狀況。今年以來有不少於24家央行
採取寬鬆政策，美聯儲和其他央行之間的對比已經
非常明顯。歐洲央行的量化寬鬆政策才起步不久，
而日本央行的債券購買計劃仍將持續一年或更長時
間，這都為美元維持強勢提供了良好條件。

歐元短期現反彈勢頭
歐元兌美元在過去三周的連挫，持續令相對強弱

指標及隨機指數陷入嚴重超賣區域，但隨着本周初
匯價企穩，上述兩指標亦出現回升跡象，並告脫出
超賣區域。倘若本周仍可守穩1.05水平，預示着歐
元在短期有反彈跡象。估計當前首個挑戰阻力先為
1.0650及 10天平均線1.0735，下一級則為1.08及
1.10關口。然而，若果1.05水平終呈顯著失守，則
料會引燃新一波跌勢，尤其在此區下方附近水平或
設有重重止損盤，可能將觸發更為激烈的下滑。較

大支持將可看至1.0210以及1.00的心理關口。
日本央行周二維持刺激規模和對經濟前景的樂觀

看法不變，表示日本經濟可以在沒有進一步刺激的
情況下走出衰退。該央行略微下調對物價前景的看
法，但強調通脹放緩是受油價暫時性下跌的影響。
一如預期，日本央行承諾繼續以每年80萬億日圓的
速度擴大基礎貨幣。該舉措主要透過購買政府公債
和風險資產實現。央行總裁黑田東彥表示，能源價
格降低可能會將消費者物價升幅推至負值區域，但
隨着經濟的逐步復甦，能源降價並不會破壞通貨膨
脹的上升態勢。這暗示他認為，當前尚無擴大刺激
的迫切需求。
走勢所見，美元兌日圓月初升破歷時三個月的三

角型態，但漲至122水平附近，整體走勢又告陷於僵
持，向上似乎受制122水平，下方則尚見支持於10
天平均線，目前10天線居於121水平。以前期530點
的爭持幅度計算，上試技術目標可至約126.10。預
料短線目標則可先看2007年6月高位124.16，進一
步可看至125.70水平。另一方面，較大支持預料為
120關口及50天平均線119水平，只要未有跌破此
區，美元兌日圓料可保持着延伸自1月中旬以來的上
升走勢。

英鎊上周初受制1.5135美元附近阻力後跌幅擴
大，輕易失守1.5000美元關位，本周三更反覆下
挫至1.4655美元附近4年多以來低位，進一步延續
自去年7月開始的反覆下跌走勢。英國統計局周三
公布11月至1月之間的3個月，失業率下降至
5.7%，低於去年同期的7.2%之外，更是處於6年
來的低點，不過英鎊匯價反而掉頭下跌，迅速跌穿
1.4700美元水平，數據未能對英鎊構成支持，主要
是11月至1月之間的工資增長年率(扣除花紅)放緩
至1.6%，低於9月至11月期間的1.8%增幅，再加
上布蘭特及紐約期油的跌幅均有擴大傾向，不排除
英國通脹往後將續有下行壓力，有機會低於1月份
0.3%的通脹年率，並推遲英國央行往後的升息時
間。

央行傾向淡化提早加息
歐元兌英鎊交叉匯價上周下跌至0.7015附近7年
多低點，顯示英鎊匯價大幅強於歐元之際，英國央
行在3月份會議紀錄中指出，英鎊偏強將使現時低
於央行2%通脹目標的時間延長，反映英國央行傾
向進一步淡化市場對英鎊將會提早升息的預期，不
利英鎊走勢。此外，現時距離英國5月7日大選僅
有7周時間，部分投資者憂慮沒有政黨能獲得足夠
票數執政，政局前景有不明朗風險，增加英鎊下行
壓力，預料英鎊將反覆跌穿1.4500美元水平。
周二紐約4月期金收報1,148.20美元，較上日下

跌5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1,163美元附近阻
力後，周二曾走低至1,142美元附近4個月以來低
位，不過美國聯儲局公布會議結果前，現貨金價周
三早段略為回穩，大部分時間窄幅活動於1,145至
1,152美元之間。此外，美國期油周三下跌至每桶
42美元水平6年低位，同時布蘭特原油亦回吐過去
6周以來的大部分反彈幅度，均不利金價表現，預
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跌穿1,14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跌穿1.45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跌穿1,140美元水平。

政局不明朗英鎊走疲
曾於2014 年準確預測美債美債價格反彈的兩位匯豐利率策略
師 Lawrence Dyer 與 Steven Major日前表示，由於美國仍處於低
通脹、低成長階段，估計今年全年美國國債收益率大概會維持在
當前水平。
而歐洲央行啟動的以成員國主權債券為收購目標，使得德、
法、意、比等國家公債收益率都創新低或逼近歷史低點，作為歐
洲公債指標的德國10年期公債收益率下滑至0.279%，觸及歷史
新低。

與此同時，10年期美國庫券收益率在2%以上，讓美
公債收益率有吸引力條件，吸引尋求較佳的公債收益
率資金，讓美公債收益率難以大幅飆升。

較美債息差有收窄空間
儘管美國市場對美國升息的預期升溫，不過
在由於投資級企業債與10年期美國庫券息差有
約1.29%至1.53%之間的收窄空間，為投資級
企業債債市提供相對有利的收益率吸引
力。

流入金額高於各信用債
據EPFR的資料顯示，截至3月11日當周，

流入投資等級信用債的11.1億元(美元，下同)資金，雖然較至3月
4日當周為少，但流入金額還是各信用債類別之冠。此外，成熟
國家公債低收益率，同時為投資級企業債發展提供有利的環境，
繼截至2月27日的一周有32家企業在一級市場發行了418億元投
資級企業債後，在截至3月6日的一周，有30家企業在一級市場
發行了628億元投資級企業債。
而在截至3月6日的一周，BBB級企業債佔當周發行的94%，

AA級和A的級企業債則分別為15.5%和15.2%；在債券年期方
面，佔這周發債額行最大份額的三年期債券，有28.2%，其次是
10年期債券，佔發債額22.7%。
從這些新發行企業債均屬高評級以及大多數採用固定利率來

看，表明大企業均紛紛趁公債低收益率環境，以固定票息鞏固公
司財務報表上的債務，抵禦來年不能倖免的美聯儲加息周期，表
明在美聯儲這輪加息周期前，高評級企業債還會有一波的發展。

儘管加息預期心理帶動
美債收益率2月陡升，讓
美債基金紛紛慘賠，單月
損失創下20個月新高。不
過歐洲央行上周一啟動的
QE購債措施，不惜冒着虧
損風險，以負利率買入主
權債券，將歐洲公債收益
率進一步推向歷史低點，
促使投資等級債券蓬勃發
展。可以預期的是，只
要成熟國家公債收益
率維持低水平，投資
級債資產後市還會有
可為。 ■梁亨

投資級企業債基金回報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PIMCO 環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 Ins Inc 3.12% 7.29%
貝萊德新興市場投資級別債券基金 A2 USD 1.79% 2.82%
東亞聯豐亞太區投資級別債券基金 A 1.73% -
摩根新興市場投資級別債券基金 Div A(mth) USD 1.26% 0.77%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責任編輯：黎永毅 2015年3月19日（星期四）

2015中國房地產500強
測評成果即將發布合肥綜合保稅區通過驗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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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昌鴻 深圳報道）中國家居
(0692)與深圳麥盛股權投資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宣布，
將合資設立20億元人民幣的
「中山市智能家居產業基
金」。雙方將充分利用該基
金並逐步擴大規模，致力以
資本為紐帶，連接各自優勢
資源，共同打造「環保智能
整裝家居產業服務平台」，
整合中山市乃至全國家居建
材行業的優質資源，對接資
本市場，通過併購整合和合
作等方式，依靠其從事整體
家裝項目整合和運營的豐富
經驗及擁有的雄厚項目實施實
力，做大做強智能家居產業，
將整體家裝和智能化生活相結
合，定位為「整體家居智能
化」，引領中國環保智能整裝
家居行業發展新動向。
據悉，該基金的成立將極大

的推進「整體家居智能化」開
發和運營平台建設。同時，中
國家居亦努力在未來建設成為
為泛家居產業服務的開放式資
本平台，通過整合上下游產業
鏈，吸納更多泛家居行業參與
者。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國房地產研究會、中國房地產業協會與中國房地產
測評中心聯合主辦的2015中國房地產企業500強測評成果發布會即將在
北京舉行。屆時，「2015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500強」、「2015中國房
地產開發企業供應商首選品牌」和「2015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服務商品
牌」等系列測評成果將一一揭曉。
去年，雖然調控政策趨向寬鬆，但在中國經濟增長壓力的影響下，部

分城市樓市供過於求，庫存壓力較大的情況並未發生實質性轉變。2014
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為12.06億平方米，同比下降7.6%。另一方面，房
地產開發行業集中度不斷提升，馬太效應日趨加強，疊加年內行業景氣
程度不佳，行業整合進程有所加速。在市場總量上升空間相對有限且行
業集中度加速提升的背景下，如何在產業內保持並提升自身的位置成為
所有房地產開發企業面臨的共同問題，因此發展轉型成為重要課題。

房企重轉型 測評趨精準
在此背景下，2015年的中國房地產500強測評，將繼續基於過往500強
測評過程中積累的經驗，從企業規模、風險管理、盈利能力、成長潛
力、運營績效、創新能力、社會責任七大方面，採用了收入規模、開發
規模、利潤規模、資產規模、短期償債能力、長期償債能力、相對盈利
能力、絕對盈利能力、銷售增長能力、利潤增長能力等19個二級指標，
包括房地產業務收入、租賃收入、房地產銷售面積、投資性物業持有面
積、資產總額、利潤總額、現金流動負債比等49個三級指標全面衡量企
業的綜合實力。
「中國房地產500強」測評從2009年起已連續舉辦七年。組織和開展

測評活動，最本質的出發點是要發揮標桿房企為房地產行業可持續發展
的引領作用，從而引導行業的長期穩健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 合肥報道）合肥綜合
保稅區順利通過國家海關總署牽頭的十部委，於周二
(17日)聯合驗收組驗收。作為安徽省首個綜合保稅
區，合肥綜合保稅區於2014年3月獲國務院批准設
立，2014年6月開工建設，規劃總用地面積4.6平方
公里，其中圍網內用地2.6平方公里，拓展區及配套
項目規劃用地2平方公里。核心區建設內容包括通關
服務中心、查驗監管倉庫、檢疫處理用房等設施，總
建築面積達26,317平方米，總投資超過30億元（人
民幣，下同）。
合肥綜合保稅區位於合肥新站綜合開發試驗區
內。根據規劃，合肥綜合保稅區的產業定位為以平

板顯示、新能源
等戰略性新興產
業為特色的加工
業基地，以進出
口貿易為主的國
際貿易基地和現
代物流基地。其
目標是努力建成
安徽省外向型經
濟發展的窗口，
成為有全國影響
力 的 綜 合 保 稅
區。

累引超百億元項目入駐
合肥新站區是內地唯一新型平板顯示國家新型工

業化產業示範基地。該區國內首條TFT-LCD6代
線、氧化物半導體8.5代線已順利達產並實現盈利，
國內規模最大的OGS觸摸屏產線已正式投產，預計
明年一季度實現量產。目前，新站區新型顯示產業
在建及已建成項目達40多個，總投資約770億元。
合肥綜合保稅區冀最終形成以保稅加工類、保稅
物流類、保稅貿易服務類為支撐的產業格局。目
前，其已引進有多個工業和現代服務業項目入駐，
總投資超過170億元。

■國務院聯合
驗收組組長、
海關總署加貿
司副司長李志
輝（左）向合
肥新站區管委
會主任王文松
頒發驗收合格
證書。
本報安徽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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