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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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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測量師學會(RICS)
3 月房價差值。預測+
15。前值+14
2月工業生產月率。預
測+0.2%。前值+0.6%
2月經季節調整出口月率。
預測+1.00%。前值-2.10%
2月經季節調整進口月率。
預測+1.2%。前值-0.3%
2月經季節調整貿易收支。預測
202億盈餘。前值197億盈餘
2月對非歐盟地區貿易收支。預
測20億赤字。前值17.45億赤字
2月對全球商品貿易收支。預測
90億赤字。前值84.12億赤字
央行4月利率決定。預
測0.5%。前值0.5%
央行量化寬鬆規模。前
值3,750億
2月建築許可月率。預
測+5.0%。前值-12.9%
2月新屋價格指數。預
測0.0%。前值-0.1%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
(4 月 4 日當周)。預測
28.5萬。前值26.8萬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
(4月4日當周)。前值28.55萬
一周持續請申領失業金人
數(3月28日當周)。預測
235.6萬。前值232.5萬
2月批發庫存月率。預
測+0.2%。前值+0.2%
2月批發銷售月率。預
測+0.1%。前值-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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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開國際信用證，
擔保代款，

手續簡單方便，
有意者來人，來電聯繫
100年以上老坑冰種天然翡翠綠色手鐲，
急於用錢痛心轉讓

電訊基金可財息兼收

央行續超寬鬆 日圓爭持待變
日本央行周三維持刺激規模和對經濟前景的

樂觀看法不變，未受近期日本消費者開支和工
業產出疲弱跡象的觸動。一如廣泛預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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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的政策決定以8比1的投票
結果通過，央行審議委員木內登英就刺激計劃
的提議作出調整。他提議日本央行每年將基礎
貨幣目標及公債購買規模各擴大45萬億日圓，
提議遭到剩餘委員的一致反對。木內登英並提
議將2%通脹率目標作為一個中長期目標，並
同意只要適當就維持資產購買計劃和零利率政
策。

美元兌日圓120.5有阻力
此次木內登英的提議可以說是全新的創舉。此

前在3月的利率決議中，他也曾表示10月31日
放寬之前的政策是適宜的，但沒有像此次這樣直

接將寬鬆擴容的數字直接報出來。
作為日本央行內部鴿派的領軍人物
之一，他的這番表態可能將成為日
本央行4月30日決議變動的一個提
前信號。此外，日本央行維持對經
濟前景看法，日本經濟持續趨勢性
溫和復甦。此外，通脹可能暫時在
近零水平徘徊，因能源價格下跌。
而扣除消費稅影響的通脹率徘徊在
近零水平。
圖表走勢分析，美元兌日圓自去

年12月至今處於一上升通道中反覆
上行，目前通道頂部及底部分別位
於122.60及118.70。而依據近兩周
走勢，向上於120.50已明顯遇到阻力，亦見中短
期平均線與匯價在結集橫盤，反映着整體上仍處
於爭持待變局面。估計若上破120.50水準，延伸

目標可看至121.60及122水平，下一級則
會看至122.90水平。另一邊廂，倘若通道
底部118.70失守，跌幅料可擴展至118及
116.60，關鍵將看至年內低位115.82。

分析師料澳洲5月減息
澳洲央行周二宣布繼續維持基準利率在

2.25%不變，這出乎意料之外，澳元飆升近
百點，高見0.77水平上方；此前不少市場
人士預期此次澳洲央行可能採取降息舉
措。此前，路透調查顯示，25位元分析師
中14位預期澳洲聯儲在4月7日會議上將
維持利率在2.25%不變；其餘11位預期央

行會降息至2%。不過幾乎所有受訪分析師都認
為5月前會有一次降息。央行在決議聲明中表
示，進一步降息將是合適之舉。未來會議將繼續
評估降息的情況。對於經濟，澳洲央行認為，數
據暗示經濟增速繼續低於趨勢水平，通脹未來
1-2年內仍將符合目標，正在與其他監管機構合
作評估樓市風險。央行還表示，澳元匯率很有可
能將進一步下跌。澳元需進一步下跌以平衡增
長。
由於澳洲央行按兵不動的舉措令不少押注降息

的市場人士失望，澳元受到空頭回補買盤的大幅
提振，尚可保住連日守穩的0.7580水平。技術圖
表分析，整體走勢短期仍有機會延續着區間上落
爭持；澳元自1月底至今持續受壓於0.80關口，
甚至0.79水平亦僅短暫突破而未可穩企其上，包
括在二月底以及三月下旬均在碰及0.79附近水平
後而再度回挫，預計當前首個參考仍會是3
月11日觸及的低位0.7561，估計跌破此區或
會引發一些止損盤，從而導致澳元跌破更為
加劇。預估其後支持可看至0.75及0.74水
平。上方阻力見於50天平均線0.7750，較重
要阻力仍會參考着0.79及0.80水平。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作為測量美國股票市場的指數
之一，涵蓋美國 30 間最大、最知名的上市公司成份
股名單；而回顧AT&T自 1916 年加入成為道指成份
股，至 2005 年一度被踢出道指成份股名單。
不過由於AT&T在同一年與 SBC Communications
合併後，再度回到道指成份股名單上。目前道指成
份股名單上所剩的電訊商，就只有威信 一家。但有
一說法認為蘋果獲納入成為道指成份股，不是蘋果
市值步步走高，而是蘋果主導了手機市場，這樣說
法如果成立，那表示電訊業在道指成份股的地位維
持不變。

美電訊公司平均息率4.9%
就美國電訊業基本面而言，隨着資訊科技在各行各
業以及日常生活的日益需求，也帶動電訊業的發
展。據了解，市場估計美國電訊公司今年每股經
營收益平均有5%增長，遠遠超過整體標普500
成份股平均的1.3%每股經營收益增長。

就股息收益吸引力而言，美國電訊公司的
今年股息率平均有望達到4.9%，較整體標普
500成份股平均的2%股息率高。不僅如此，標
普電訊服務指數今年的14.2倍預測市盈率，也比
整體標普500成份股今年的17.7倍預測市盈率便

宜。
就個別股份而言，AT＆T作為美國最大的有線服務

提供商和第二大的無線服務營運商，即使公司最近在
建立網絡需要大量投資投入，但與此同時公司的投資
利潤還是獲得相應地提高，讓公司在行業中擁有最健
康的的資產負債表之餘，公司的5.6%股息率也高於行
業的股息收益率均值。

大行看T-Mobile升2成
至於美國第四大無線服務營運商T-Mobile，由於願

意改變寬數據上限和消除合約服務合同限制規限，讓
T-Mobile在最近一個季度增加了一百萬新客戶，為電
訊服務營運商季度新增客戶之最。
由於T-Mobile出色營運表現，有花旗集團分析師給
予T-Mobile買入評級，並預測其股價未來12個月有
20%升值。一旦股價升值達標，持股股東投資收益也
會水漲船高。

AT&T上月被踢出成
份股名單，不過作為測
量美國股票市場情緒的
VIX指數由今年高位跌
了 34.48%，促使具備
防禦概念的標普電訊服
務指數今年累計
上升3.28%，大
幅跑贏標普500
同期的0.92%漲
幅，突顯電訊板
塊在股市震
盪加大下
的魅力有
增無減。

■梁亨

環球電訊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近一年
富達環球電訊基金 A 2.93% 1.06%
法巴全球電訊股票基金經典資本類別 2.20%-0.12%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馮 強金匯 動向

澳元上周在75.35美仙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逐漸反彈，重上76
美仙水平，本周三更一度走高至77.25美仙附近1周多高位。澳洲
央行本周二維持貨幣政策不變，投資者掉頭回補澳元空倉，澳元
反彈幅度迅速擴大至77美仙水平。市場早前對澳元降息的預期升
溫，引致澳元過去兩周從79美仙水平反覆下跌至75美仙水平，隨
着澳洲央行連續兩次政策會議均維持利率不變，反映澳洲央行現
階段不急於升息。
澳洲央行周二的會後聲明表示能源價格低企僅使通脹率暫時下
降，認為經濟運作上將繼續有一段時間存有閒置產能，不過卻沒
有對該因素表達出憂慮，而會後聲明再度指出悉尼房價升勢持續
強勁，可能是導致澳洲央行繼續傾向按兵不動的原因之一。繼澳
洲12月及1月份零售銷售分別按月攀升0.1%及0.5%，澳洲統計局

周二公布2月份零售銷售按月上升0.7%，顯示零售銷售持續好轉，亦有助
提高澳洲央行往後降息的門檻。此外，反映商品期貨價格的CRB指數近期
持續反彈，而澳元兌紐元交叉匯價周二更呈現兩個月以來最大的單日反
彈，再加上澳元過去4周依然守穩位於75.30至75.60美仙之間的主要支持
區，將有利澳元進一步反彈。預料澳元將反覆走高至78.30美仙水平。

金價反覆上試1220美元
周二紐約6月期金收報1,210.60美元，較上日下跌8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
受制1,224美元附近阻力後，稍為遇到回吐壓力，美國聯儲局周三晚公布3月
18日會議紀錄之前，投資者暫時不願把金價推得過高，導致現貨金價周三大
部分時間窄幅活動於1,207至1,212美元之間。美國3月份新增非農就業職位大

幅減少，就業參
與率進一步下降
至62.7%，預示
美國經濟有轉弱
傾向，可能推遲
聯儲局升息時
間，金價反彈幅
度有機會擴大。
預料現貨金價將
反 覆 走 高 至
1,220 美 元 水
平。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走高至78.3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2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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