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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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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進口。預測40.6億。前值38.7億；出口。預測44.0億。前值39.2億
3月貿易收支。預測3.41億盈餘。前值0.5億盈餘
截至3月的一年貿易收支。預測27.4億赤字。前值21.8億赤字
國民銀行(NBNZ) 4月企業展望指數。前值35.8%；企業活動指數。前值42.2%
瑞銀集團(UBS) 3月消費指數。前值+1.19
Nationwide 4月房價月率。預測+0.2%。前值+0.1%；年率。預測+4.1%。前值+5.1%
4月企業信心指數。預測103.7。前值103.7
4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10.5。前值110.9
3月M3貨供額年率。預測+4.3%。前值+4.0%
3月民間貸款。預測+0.1%。前值-0.1%
3月M3三個月移動平均年增長率。前值+3.8%
4月企業景氣指數。預測+0.20。前值+0.23
4月經濟景氣指數。預測+103.9。前值+103.9
4月工業景氣指數。預測-2.8。前值-2.9
4月服務業景氣指數。預測+6.0。前值+6.0
4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4.6。前值-3.7
4月消費者通脹預期指數。前值-0.8
4月生產者通脹預期指數。前值-4.4
工業聯盟(CBI) 4月零售銷售差值。前值+18

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初值。預測-0.1%。前值+
0.5%；年率初值。預測+0.4%。前值+0.3%

4月消費者物價調合指數(HICP)月率初值。預測-0.1%。前
值+0.5%；年率初值。預測+0.2%。前值+0.1%

第1季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年率。預測+1.0%。前值+
2.2%；最終銷售。預測+1.4%。前值+2.3%

第1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消費者支出。前值+4.4%；隱性
平減指數。預測+0.4%。前值+0.2%

第1季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預測+1.0%。前值+1.1%
第1季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預測-0.1%。前值-0.4%
3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前值+1.8%；年率。前值-1.6%
3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指數月率。預測+1.2%。前值+3.1%

聯邦儲備理事會議息決議

馮 強金匯 動向 國企股月漲2成 還可追嗎？

紐元爭持 關注央行議息
新西蘭央行本周在貨幣政策會議上料將採取略微

更加溫和的基調，而通脹持於15年低位以及本幣
匯率居高不下，提高了未來數月降息的機率。路透
對14位分析師的調查顯示，新西蘭央行周四會議
料維持利率在3.5%不變。調查顯示，大多數受訪
者預計，新西蘭央行下次行動將是在2016年中升
息25個基點。

央行官員稱低通脹可減息
新西蘭央行助理總裁 John McDermott 上周表

示，目前不考慮調高指標利率，並稱若通脹維持低
位，可能考慮降息。McDermott的說法顯示該央行
立場出現細微變化，本周政策會議或將正式闡明這
種立場。上周公佈數據顯示，新西蘭第一季消費者
物價指數(CPI)較上年同期漲幅降至0.1%，創1999
年以來最小增幅，且低於央行的約2%目標。但有
些分析師相信，中期內通脹將上升，因國內經濟增
長前景仍穩健，未來仍可能升息。新西蘭央行周四
亦可能表達對紐元強勢匯率的擔憂。
圖表走勢分析，紐元自三月中旬以來，處於
反覆上升態勢，雖然上周後段出現回調，但至
今仍是每級低位向上移動。而匯價上周是沒能
突破0.7740的阻力下呈回吐，故這亦是紐元能
否延續強勢的標誌性阻力，破位下個阻力料見
於200天平均線0.7830，關鍵直指0.80關口。支
持位則預估在0.7520，一方面為50天平均線，
同時亦為上升趨向線位置，亦要慎防失守此
區，紐元或面臨較大沽售壓力，下試較重要支
撐估計在0.7420。

加消費稅一年 日本消費無起色
日本3月零售銷售出現17年最大同比降幅，消費

稅上調一年之後，消費支出依然未見起色，令人猜
測日本央行今年稍後將再次擴大刺激計劃。日本經
濟產業省周二公佈，3月零售銷售較上年同期下滑
9.7%。市場本就預計3月零售銷售會較上年同期大
幅下滑，因為2014年3月恰好在4月消費稅上調之
前，消費者突擊購物導致當月零售銷售飆升。但實
際數據比路透調查的預估還要差，分析師的預估中
值為下降7.3%。日本3月經季調零售銷售較前月下
降1.9%，表明消費支出持續低迷。市場將關注日
本央行的會議，以及本周其他一系列經濟數據，包
括工業生產、通脹率和就業數據，以尋找第一季最
後一個月經濟表現的線索。日本央行料維持貨幣政
策不變，不過央行可能略微下調本財年通脹預估。
消息人士稱，雖然可能性不高，但如果本財年通脹
率預估調降幅度意外偏高，或是央行官員認為通脹
放緩的傷害程度大到足夠需要先採取防範行動，則
央行官員有可能決定放寬政策。

美元兌日圓121阻力大
美元兌日圓周初短暫觸及119.43，此前惠譽將日
本債信評級下調一個級距至A，比AAA的最高評
等低五個級距。但降評的影響短暫，因此舉已在預
料之中，日圓此前曾數次從容應對評級下調。美元
兌日圓上周五及本周一低位分別為 118.80 及
118.75，同樣是剛好觸及起延至一月份的上升趨向
線。美元兌日圓自去年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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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0
及118.70。而依據近月走勢，向上於121水平前已
明顯遇到阻力，較近阻力可看留意50天平均線
119.80。至於倘若通道底部118.70失守，預計跌幅
料可擴展至118及116.60，關鍵將看至年內低位
115.82。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英鎊上周早段在1.4855美元附近獲得較
大支持後持續偏強，先後重上1.50及1.51
美元水平，本周初輕易衝破1.5200美元水
平，周二更一度反覆向上逼近1.5300美元
附近8周高位。英國國家統計局上周二公
布3月份零售銷售量按月下跌0.5%，導致
英鎊曾失守1.49美元水平，隨着美國上周
公布的經濟數據明顯轉弱，美國聯儲局缺
乏在年中升息的條件，部分投資者迅速掉
頭減持美元，帶動英鎊持續轉強。

下月大選因素暫淡化
雖然英國國家統計局本周二公布首季
經濟按年上升2.4%，但按季升幅僅有
0.3%，遜於市場預期之外，更是2012年
第4季以來最小升幅，引致英鎊曾回落至
1.5175美元附近，不過在投資者逢低吸
納的帶動下，英鎊升幅反而進一步擴大
至1.5300美元附近，反映市場現階段已
淡化了英國將於5月7日舉行大選後可能
產生的不明朗因素，而美國聯儲局周三
晚公布會後聲明之前，美元可能繼續處
於偏弱走勢。此外，原油價格近期呈現
反彈走勢，歐元區3月份通脹年率跌幅收
窄，而3月份歐元區綜合PMI轉強，預
示歐元區經濟好轉，將有助英國經濟往
後的表現，再加上市場對希臘債務談判
樂觀，正反映在歐元的反彈走勢上，同
時對英鎊構成支持。預料英鎊將反覆走
高至1.5400美元水平。

周一紐約6月期金收報1,203.20美元，較上日升
28.2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五在1,175美元附近獲
得較大支持後，本周初呈現急速反彈，一度走高至
1,207美元附近一周高位，周二升勢放緩，大部分
時間窄幅活動於1,199至1,204美元之間。市場對
美國聯儲局將推遲升息時間的預期，導致美元走勢
偏弱，投資者掉頭回補黃金空倉，帶動現貨金價周
初重上1,200美元之上。在聯儲局周三晚公布會後
聲明之前，金價波幅可能略為收窄，預料現貨金價
將暫時活動於1,190至1,210美元之間。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走高至1.54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活動於1,190至1,210美元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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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中國央行再度調降存準金率1%，調降幅度超乎預期，預
估向市場釋出約1.3萬億元人民幣的流動性，政策頻頻送暖，中
國政府作多的心態表露無遺。本波投資港股的資金以散戶投資人
為主，之後來自基金、保險等法人長線資金將是H股下一波助
漲動力，根據匯豐銀行(HSBC)預估，未來透過QDII、滬港通及
深港通等管道投資港股的法人資金高達5,000億元人民幣，佔5
萬億美元港股市值約16%，對於港股將有積極的推升作用。

企業盈利較海嘯前增長58%
中國企業的盈利相較金融海嘯前的高峰增長58%，香港則以增長

45%幅度居次，相較主要成熟國家及地區出色許多，美國
企業的盈利相較金融海嘯前的高峰僅成長20%，而歐元區
和日本的企業獲利則尚未回到金融海嘯前的水平。儘管中
國企業的獲盈利成長亮眼，但並沒有實質反映在股價和評
價上，目前上證A指數僅收復金融海嘯跌幅之三分之二水

平，但美股和日股卻已突破金融海嘯前高點，中
國股市在評價上有明顯被低估之嫌。

H股升浪波段平均漲75%
最近國企H股這波漲幅來得又快又急，

不到一個月漲幅逾20%，亦突破2012年以
來的橫向盤整區間，但波動性也隨之增加，
讓許多投資人望之興嘆，很少有人敢追漲，早

早進場的人也逢高獲利了結。但歷史經驗顯示，H股的多頭波段
平均漲幅高達75%，目前估值較便宜的H股現正啟動補漲行
情，未來將與A股輪流上攻，讓多頭行情延續下去，建議投資人
持續投資，潛在獲利空間仍值得期待。
操作建議：若投資人想參與中國改革帶來的長期投資機會，建

議可考慮透過股價相對便宜且與A股連動性高的H股來增加中國
股票比重。不過，投資單一國家的基金風險相對較高，對於不想
承受太大風險的投資人，亦可考慮涵蓋中國市場的亞洲股票基
金，以分散投資風險。

今年中國股市成為全
球最吸睛的亮點，上證A
股 第 一 季 漲 幅 高 達
16%，第二季以來持續
震盪走高，國企H股亦
開始追隨A股，近一個
月飆漲近20%。 A股在
散戶熱情的簇擁下，資
金外溢效應逐漸向外擴
散至H股。我們認為，
即使H股近期已出現明
顯漲勢，但多頭格局不
變，短線即使有遇到
部分拉回調整，都
是 買 點 而 不 是 賣
點。 ■霸菱投顧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5年4月29日（星期三）

特訊！

聯繫電話：00668-76139555
00668-7613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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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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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市場股市VS中國股市

市場

美國

歐元區

日本

中國內地

香港

*截至2015年4月15日

指數

金融海嘯前
高點

2007年10月

2007年7月

2007年7月

2007年10月

2007年10月

相較海嘯
高點差距*

35.6%

-11.9%

7.3%

-38.9%

-15.2%

每股盈利

金融海嘯前
高點

2007年11月

2008年3月

2008年3月

2008年9月

2009年2月

相較海嘯
高點差距

20%

-49%

-16%

58%

45%

市盈率

金融海嘯前
高點

2007年5月

2007年5月

2007年7月

2007年10月

2007年10月

相較海嘯
高點差距

10%

32%

-14%

-60%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