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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兌美元現匯昨日中間價大幅高開近100點
子至6.1460元，創三周新高。匯商表示，此前

美元長頭太多，回調一些屬於正常現象。但美元指
數不太可能就此進入轉折點，因美聯儲加息幾乎可
以說是板上釘釘，目前價位算是買入美元的較佳位
置。
美元指數在美聯儲公布利率決議後急轉直下，歐
元兌美元脫離12年低點，美元兌日圓近三周來首次
跌破120日圓；商品貨幣也大幅走高，澳元和紐元周
四守住可觀漲幅。
市場對美聯儲最新利率決議解讀為推遲加息時點。
光大證券宏觀組崔嶸、徐高在研報中將美聯儲首次加
息時點概率，由6月略推後至9月，因其3月會議偏鴿
派使得加息預期降溫。但歐央行QE政策的持續，意
味着美元指數可能出現的回調幅度有限。在首次加息
時點明確前，美元的回調幅度都將有限。

專家：人幣年內將持穩
彭博昨引述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趙揚表
示，人民幣兌美元預計在年內將保持平穩，長期有

升值壓力。主因內地房地產投資疲弱，資本有外流
跡象，若人民幣貶值將不利於經濟增長。而支持匯
率的長期因素仍是勞動生產率，中國仍高於其他經
濟體，有利於人民幣升值，巨大的貿易順差也會有
升值壓力。

今年內地GDP料增6.8%
趙揚續認為，美聯儲加息對新興市場有一定資本

流出壓力，尤其是短期資本流出，但對中國影響比
較有限，因中國經濟體量大，且資本賬戶不開放、
匯率有彈性，貨幣政策獨立性較高。美元走強時，
中國貨幣政策一般會放鬆，以緩解經濟放緩壓力。
預計中國GDP今年全年同比增速將進一步放緩至
6.8%，明年降至6.5%。今年下半年經濟增長態勢略
好，全年四個季度GDP增速分別預計為：6.9%、
6.6%、6.7%及6.8%。

香港文匯報訊 受到美聯儲6月加息降溫

提振，亞洲大多數新興國家貨幣昨跳漲，

其中人民幣盤中更觸及兩個月高位，見

6.1859元。市場人士指出，美聯儲6月加

息預期降溫，人民幣所受衝擊減輕，或借

此波升值慣性向中間價靠攏。長端美元/人

民幣掉期升水持續回落，也顯示人民幣階

段性貶值壓力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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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4城市房價跌回5年前

康師傅星巴克合拓內地

■受到美聯儲6月加息降溫提振，人民幣盤中觸及兩個月高位。

■A股迎來七連陽，滬指再度刷新近七年新高紀
錄，收漲0.14%；深成指則跌0.54%。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裘毅上海報道）A股迎來七
連陽，滬指一度站上3,600點關口，再度刷新近七年
新高紀錄。滬深兩市昨震盪加劇，股指衝高回落，
高位十字星線收盤，提示後市有調整需求。收盤上
證綜指報3,582點，漲0.14%，成交6,122億（人民
幣，下同）；深成指報12,429點，跌0.54%，成交
4,921億；創業板報2,184點，漲0.04%。

一帶一路概念股受捧
兩市昨開盤漲跌不一，上證綜指低開後一度跌近
1%，隨後連續震盪攀升，中午收盤前探高3,600.68
點，再創近7年新高；但午後出現一波快速下跌，尾
市攀升微漲收盤，日線雖頑強收出7連漲，但高位十
字星提示調整要求。深成指與創業板走勢相仿，盤
中創出新高後回落，以十字星收盤。兩市成交較周

三有所縮減，但合計仍成交11,043億，連續三天突
破萬億。板塊方面，權重股普遍表現低迷，保險、運
輸物流、銀行、鋼鐵跌幅居前。受一帶一路概念推
動，工程建築、鐵路基建領漲兩市，電力、機械板塊
漲幅居前。兩市共79股漲停無跌停，共流入資金100
億元，其中滬市流入121億元，深市流出21億元。
受一帶一路概念炒作推動，工程建築、鐵路基建

板塊漲超4%，中國中鐵、中國鐵建、中礦資源、洪
濤股份、普邦園林漲停，中國電建漲超9%，中國交
建、中鐵二局漲超 7%。
半新股表現活躍，中文在線、再升科技、中礦資

源、金盾股份等10股漲停。金融股表現低迷，保險
跌近3%領跌兩市，銀行跌超1 %，券商跌0.44%。

大市累升巨短期或整固
浙商證券分析師包艷艷認為，周三股指期貨尾盤

跳水和晚間12家公司上會利空消息發布使得早盤一
度出現恐慌性下跌，此外有消息稱，新一輪新股批文
有望月底下發。以及周五是股指交割日，大盤或許也
會有所調整。近期大盤連續逼空性上漲，目前處於超
買狀態，存在一定的調整需求，但市場整體行情並未
結束，調整過後仍有望蓄力再度衝擊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施倩 浙江報道）據國家統計
局數據顯示，2015年2月份，在新建商品住宅的價格方
面，全國70個大中城市中，價格下降的城市有69個，
其中，杭州同比下降10.8%，跌幅最大。這是杭州從去
年8月份以來，連續7個月成為同比跌幅最大的城市。
此外，自去年10月份金華的加入，浙江杭州、寧波、
溫州、金華4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全部跌回五年前。

杭州房價連續7月領跌全國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
格變動情況》顯示，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
價格環比（與上月相比）下降的城市有66個，上漲的
城市有2個，持平的城市有2個。與2014年同月相比，

70個大中城市中，價格下降的城市有69個，僅廈門（樓
盤）1市持平。這意味着，7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水平已
回歸至一年前，甚至更低。
其中，同比跌幅最大的三個城市為杭州、泉州和瀋

陽，分別為10.8%、9.2%和9.2%。據統計數據顯示，
從去年8月份以來，杭州連續7個月成為同比跌幅最大
的城市。透明售房市場研究院發布的《2015年2月杭州
樓市分析報告》分析，杭州市場的購買信心和購買熱情
依然存在，但從存銷比來說，2015年開年以來的成交
量與目前嚴重的庫存是非常不匹配的，在短期之內杭州
房地產市場供過於求的壓力會進一步的增加，很多板塊、
很多產品依然處於價格下行的通道和風險當中。
除了杭州數月價格下降，統計數據顯示，從去年4月，

寧波新建商品住宅價格連續11個月環比下降。據寧波
住宅與房地產網數據顯示，截至3月19日上午10時左
右，寧波市區住宅可售套數47,046套，住宅可售面積
628.7萬平方米。

寧波擬回購商品房作保障房
據介紹，目前寧波要消化商品房存庫數大概需23個

月，加下轄的余姚、慈溪大概需25個月。寧波市市長
盧子躍在今年寧波市兩會期間曾表示，去年寧波首先在
全國取消限購，然後要求中央銀行部門取消限貸，再對
大學生購買首套房進行補助等。接下來，寧波要把提供
商業用地和房地產的存量結合起來，區縣現在存量越高
的政府供給開發的土地就越少。
此外，今年將改革提供保障性用房，採取政府財政
採購的方式，多點採購，公開採購來提供保障性住房，
以減少、消除存量，激發市場活力。

人幣重上兩個月高位
美加息預期降溫 紓緩人幣貶值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康師傅控股（0322）昨宣布，已與美國
星巴克訂立協議，公司將在中國內地生產及分銷星巴克品
牌的即飲飲料，而星巴克則負責產品開發及品牌經營，冀
在中國60億美元即飲咖啡和功能飲料市場中分一杯羹。
康師傅表示，與星巴克的這項合作，將依托雙方優勢，

把全部星巴克即飲飲料産品線帶入中國市場，並強化本地
化的創新能力，以滿足中國顧客的需要。兩者計劃2016年
在中國生產並上市現有及新口味的瓶裝星冰樂飲品，之後
並會推出更多新產品。

永達夥Uber拓內地車貸
香港文匯報訊 永達汽車（3669）昨宣布，與美國互聯
網租車公司Uber（優步）達成戰略合作，永達將向Uber合
作車主提供包括購車優惠及車貸等在內的系列服務。
永達成為優步在中國第一家、全國範圍內合作的汽車經

銷合作夥伴。雙方已就初步對奧迪和大眾旗下品牌的車輛
銷售服務達成一致，首期購車金融額度達到數億元人民
幣，未來捷豹路虎、寶馬等豪華品牌也將陸續加入。永達
還將為優步合作車主提供兩億元的購車貸款。
永達汽車總裁徐悅指出，未來雙方還將積極探索、不斷

加深在新車銷售、二手車、汽車金融、售後服務、汽車租
賃、互聯網應用等領域的合作，拓寬服務領域和功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雅高（3313）董事局主席
劉傳家昨日於傳媒午宴上透露，去年集團的規格板材銷售
顯著提升，銷售均價大幅上升31.9%，預計今年仍有5%的
加價空間。集團今年將推出全新品牌「之尚」，打造標準
化產品線並專注於零售市場。
集團本周三公布的業績報告披露，去年淨利潤為1.02億

元（人民幣，下同），實現轉虧為盈。每股盈利8分。劉
傳家表示，集團業務以內地市場為主，但今年會更加重視
海外市場，目前在中東、美國和日本都有客戶。財務總監
艾清華亦透露，目前海外業務的佔比不超過3%，今年將會
有增長，預計營業額可達數千萬美元的水平。

雅高：今年有5%加價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電商
的興起，令傳統百貨業壓力陡增，後者不得不
「錯位競爭」，大打餐飲牌。百貨業巨頭百盛昨
日在上海一連與四家餐飲品牌達成協議，成為其
內地獨家品牌戰略合作商。此舉意味着百盛中國
正式進軍餐飲行業，開闢新的市場領域。

簽四大品牌進軍內地
作為馬來西亞金獅集團在中國最大的投資項

目，中國百盛集團是目前內地最成功的外資百貨
連鎖企業之一，覆蓋了內地23個省36個主要城
市。是次簽約的四大品牌中，Johnny Rockets和
Franco是正餐品牌，Quiznos Sub、The Library
Coffee Bar主打西式簡餐，均是首次進入中國。
在電商打壓下，百貨業不得不謀求變局。據統

計，2012年起，中國內地百貨業進入了困難期，
已經連續三年處於低增長，整個百貨零售業從過
去的16.5%增速降至10%以內，預計今年仍將進
一步下跌，目前諸多百貨巨頭均在構築新的商業
模式，以對抗日漸激烈的市場競爭。今年年初，
百盛集團已與AUM Hospitality Sdn.Bhd.聯盟合
資在中國發展餐飲服務平台——上海獅騰餐飲公
司。
百盛商業集團CEO張瑞雄指出，此舉對百貨業

態調整及自身轉型有着重要意義，餐飲業是極具
體驗意識的產業，對處於發展與經營瓶頸期的企業來說是
一大突破口，百盛將體驗式餐飲服務引入商場，可以避開
電子商務平台的衝擊，於百盛而言是舉足輕重的變革。

餐飲業已成滬商場支柱
事實上，目前餐飲業已經成為上海商業地產項目的支

柱，隨着服裝業態的沒落，一些購物中心甚至走上了「全
面餐飲」之路。

銀證轉賬流入股市資金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據中國

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公司披露，上周證券市場銀
證轉賬資金大幅淨流入8,187億元（人民幣，下
同），創下歷史新高。業內分析人士認為，銀證
資金的流入和新股扎堆上市有關，加之近期散戶
情緒亢奮，在市場賺錢效應下吸引越來越多的資
金進場，目前其他各路外圍資金也在持續流入。

保證金上周淨流入8187億
所謂銀證轉賬，是指投資者在銀行開立的個人

結算存款賬戶與證券公司的資金賬戶建立對應關
係，通過交易系統將資金在銀行和證券公司之間

劃轉。據數據統計，上周(2015.3.9-3.13)從銀證流
入股市的資金大幅上升，證券交易結算資金銀證
轉賬增加額達12,147億元，轉出金額為3,960億
元，保證金淨流入為8,187億元。結算資金期末餘
額升至17,782億元，日平均數報13,067億元。
海通證券首席分析師荀玉根指，目前國企改革
風頭正勁，大類資產配置轉向股市的進程亦在進
一步加快，市場勢必處於增量資金趨勢。另據湘
財證券透露，近期投資者都在一個亢奮的狀態
下，不僅新開戶可謂呈現井噴勢態，老客戶也大
膽加槓桿入市，一切都促使了銀證轉賬金額流入
直線上升。

滬指7連升 再創近7年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保監會昨日公布統
計數據顯示，今年1月份73家壽險公司的月度總保費為
3,881.03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23.68%。其中，原
保險保費收入共計3,113.55億元，同比增長20.22%；保戶投
資款新增交費721.94億元，同比增長33.08%；投連險獨立賬
戶新增交費增速迅猛，增幅達742.81%，共計45.54億元。
給付方面，1月份壽險業務給付共計 379.50 億元，同比
增長35.94%；健康險業務賠款和給付65.45億元，同比增
長16.82%；意外險業務賠款11.87億元，同比下降2.27%。
在1月份總保費超過100億元的11家公司中，分別為：

富德生命人壽、國壽股份、平安人壽、新華保險、人保壽
險、華夏人壽、太平人壽、太保壽險、泰康人壽、中郵人
壽、建信人壽。

11 壽險企1月保費超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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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農業部(USDA)於
最新發表的3月份供需報
告中，再度預估中國消費
下跌，且中國棉花進口數
字未如理想，令市場擔心

全球棉花需求可能將持續疲弱，ICE期棉
價格近日再度下跌至每磅60美分的1個月
低位。由於現時全球棉花庫存偏高，且美
元持續走強料將影響美棉出口競爭力，預
計期棉價格後市仍將繼續走淡。

基本因素分析
全球進口需求料將持續疲弱
各國產量及庫存續增，且USDA於3月

報告中，將主要消費國中國今年需求預估
連續第五個月下調，至3550萬包。中國棉
花協會亦公佈，2月份棉花進口量同比下跌
達35.3%，本作物年度棉花進口總量亦同
比下跌，反映中國棉花需求明顯較去年
弱。另一機構國際棉花諮詢委員會(ICAC)
於3月報告中指，進口量減少是因今年中國
棉花期末庫存將連續第3年增長，佔了全球
56%的比重。
此外，另一主要進口國土耳其因國內產

量預料將上升至847,000公噸，令進口量亦
預計下跌。此外，ICAC報告亦預計因巴基
斯坦今年棉花產量增長，進口量預計亦將
減少至367,000噸。根據ICAC估計，中國

以外的棉花庫存將增加至950萬噸，全球
進口需求於今年料將繼續減弱。

美元走強不利出口
國內供應過剩仍嚴重

作為最大棉花出口國，各國進口需求下
跌，美國出口亦受到影響。雖然ICAC預
計，今年美國棉花產量將增長25%，但由
於出口量只增長2%，今年期末庫存將再上
升。USDA亦預計，今年該國期末庫存更
將急升至420萬包，加劇了其國內棉花供
應過剩問題。
因市場預計美聯儲即將開始加息，歐洲

亦正式開始了其量化寬鬆政策，美元指數

於近日首次升穿100重要關口，這將減弱
美棉出口競爭力，令其國內供應過剩問題
可能較現時更為嚴重。另一主產國巴西則
受惠於當地貨幣持續疲弱，2月棉花出口量
較去年同期急增130%，令國際市場供應維
持寬鬆，不利美棉出口。全球產量雖然預
計與去年大致上持平，但全球期末庫存仍
將上升至1.1億包，庫存壓力仍沉重。
USDA預計到明年，全球棉花市場供應

過剩問題才將得以扭轉，因中國受所推行
的直補政策所影響，棉花產量料將跌至12
年內最低。而全球棉花產量亦預計將減少
5.4%，美國產量更將減少至1410萬包。屆
時若產量能顯著減少，全球期末庫存料將6
年以來首次下跌，但預計仍相當於全球11
個月的需求，或未足以令棉花價格回升。

技術走勢分析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最新

數據顯示，截至3月10日當周，大型基金持
有的ICE期棉淨長倉為自兩個月以來首次下
跌，至43,334張，可能反映機構投資者亦
開始轉為看淡期棉價格。綜合以上因素，建
議投資者可於每磅61美分沽出ICE 5月期
棉，目標價57美分，止蝕位為63美分。

英皇期貨營業部總裁葉佩蘭

棉花進口需求料將疲弱 庫存高企棉價應向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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