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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強金匯 動向 波動市 精選美小型股基金

雖破下降通道 金價升幅受限
據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上周五公布的數

據及路透的計算，最近一周匯市投機客在四周來首次
削減美元多倉，令美元多倉降至11個月最低點。6月
16日止當周，美元淨多倉降至238.2億美元，此前一
周為347億美元。美元6月再次下滑，美元指數本月
跌近3%。與此同時，歐元的淨空倉合約進一步降至
89,357張，前一周為137,974張。

美加息謹慎 金價漲1.8%
美聯儲政策制定者上周表示，只有在就業市場進一

步改善，且有關通脹率將上升的信心增強之後，才適
合加息。與3月預測相比，美聯儲官員略調降了2016
年和2017年底的利率預測；並且更多決策者目前傾向
於今年僅加息一次或不加息。美聯儲的謹慎立場安撫
了投資者。關於美國很快將加息的預期，令金價今年
一直承壓。
美聯儲上周對加息持謹慎態度和對希臘債務磋商的

憂慮提振，促使金價連續第二周上漲。希臘與其國際
債權人在債務協議方面仍陷於僵局。歐元區領導人本
周一將召開緊急會議，以防止希臘出現違約。目前希
臘銀行業存款外流加速，政府收入銳減。整周金價上
漲1.8%，為逾一個月來最大單周漲幅。

短線升勢受制200天線
圖表走勢分析，上周金價升破下降趨向線，周四及

周五的金價漲幅暫為受制200天平均線，目前200天
線處於1,206美元水平。另外，此前兩個月金價處於
區間震盪，而五月中旬雖曾一度衝高，但僅上見
1,232.20美元，受壓於250天平均線，目前250天線則
位於1,224美元水平。從長期形態所見，一組歷時兩
年多的下降趨向線至今位於1,224美元水平，估計金
價若後市可衝破此區，料可扭轉當前的疲弱局面。至
於下方支持估計在1,196及1,187美元，較大支撐可看
至1,173美元水平。

白銀弱勢醞釀急跌
倫敦白銀方面，自去年第三季至今，銀價走勢處於

一組三角形態中運行，至近日再度下探三角底部，近
日價位多次跌見至15.80水平，倘若後市走勢仍然持
於此區下方，預測將迎來更顯著跌幅，延伸目標將可
看至15.50及15.10美元。上方阻力預測見於50天平均
線16.43及16.60美元，重要阻力為17.20及17.70水
平。

美元兌加元上周初受制1.2360附近阻力後走
勢偏弱，上周四跌幅擴大至1.2130附近1個月
低位。美元兌加元上周四失守1.22水平，主要
受到美國聯儲局下調今年經濟增長預測，預示
美元升息步伐將慢於市場預期，引致美元曾出
現急跌走勢。隨着希臘債務談判處於僵局，希
臘本月底有債務違約風險，歐元上周五短暫失
守1.13美元水平，美元呈現反彈，帶動美元兌
加元一度向上逼近1.2295水平。

零售數據遠差於預期
另一方面，加拿大央行早於1月21日便作出
降息行動，不過加拿大首季經濟卻按季收縮
0.1%，大幅遜於第4季的0.6%升幅，反映原油
價格下跌正影響加拿大經濟表現，而加拿大統
計局上周五公布4月份零售銷售按月下跌0.1%，
明顯遜於3月份近0.9%的升幅之外，更大幅差
於市場預期，將不利第2季經濟表現，是導致
美元兌加元一度走高至1.2295附近的原因之一。
雖然加拿大5月份核心通脹仍有2.2%，僅稍低
於4月份的2.3%，加拿大央行現階段將不會輕
易進一步寬鬆其貨幣政策，但紐約及布蘭特原
油上周五顯著下跌，回吐上周五大部分升幅，
不利加元短期表現。預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
高至1.2360水平。

上周五紐約8月期金收報1,201.90美元，較上日下
跌0.10美元。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布截至6月
16日當周，對沖基金及基金經理持有的黃金淨長倉
數量下跌近4.2%至42,818張，連續4周下跌，不過
跌幅明顯放緩，反映市場憂慮希臘債務可能違約，
部分避險資金流入金市，限制金價跌幅，使現貨金
價上周五持續窄幅上落於1,198至1,204美元之間，
並且保持上周四的大部分升幅。市場在等候本周一
歐元區領導人峰會結果之際，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
處於1,190至1,210美元之間。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高至1.236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料於1,190至1,210美元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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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今年美國小型股的潛在回報可能不若前兩年，駿
利投顧認為，在慎選之下，市場上仍存在具潛力的投資
標的，有關近期美國小型股的投資主軸，有三大精選值
得留意：

精選三大業務公司
1. 能增加市佔率的公司：許多循環性公司有機會
擴大市佔率，尤其是提供周到服務給過去由小型家
族企業服務的終端市場；我們傾向避免一些跟景氣
變化連動性較強的公司，並聚焦於能夠產生經常性
營收、具有長期增長的製造商 ，及能夠增加市佔

率及將零碎市場整合的公司。
2. 創新醫療保健公司：看好具有改變遊
戲規則的儀器或藥品，或是於具有成長性
的市場擁有專利技術的公司，像是為醫
療產業提供科技服務的公司。由於這
個產業長期以來對科技項目投資不足，
如果可以對這塊市場帶來新科技或是更
好服務的公司，將會掌握龐大的潛在市
場。

3. 對金融產業提供服務的公司：駿利看好能對金融產
業提供創新服務的公司，因為這樣的企業模式可以產生
經常性營收以及具有可觀的成長空間。例如有些科技公
司為銀行、經紀商、共同基金業者或公司提供投資人溝
通或是科技導向解決方案，將公司的委任表決書傳遞給
經紀商、財務顧問或是共同基金。駿利認為這樣的公司
建立的投資人網絡是一項利基，因為對於潛在競爭者而
言這是一個龐大的進入障礙。因此當愈來愈多企業有需
求要將公司資訊提供給投資人時，便可能轉與這種公司
合作。

耐心投資法買增長股
目前市場對於正面消息或是負面消息皆有過分反應的

情況，駿利認為投資者要採取耐心投資法，尤其在市場
對負面消息過度反應時，反而提供機會布局於一些高品
質的公司，日後等到這些公司股價大幅反彈到目標價時
再縮減投資部位。以目前市盈率乘數來看，未來股價要
進一步上漲必須要靠盈利增長來支撐，這時候慎選公司
十分重要，投資者應聚焦於盈利增長趨勢較為穩定的公
司方能受惠。

美國小型股經歷了第一季亮眼的
表現之後，第二季一開始便受到不
如預期的製造業活動指標、疲軟的
第一季GDP成長率等疲弱的經濟
數據拖累。不過近期公布的數據
顯示美國經濟逐漸擺脫第一季疲
弱不振而開始趨穩，最新公布的
5月份NFIB美國小型企業信心指
數則攀升到今年以來的高點。展
望未來，預期在聯儲局今年稍
晚開始加息的情況下，可能
會導致小型股市盈率乘數略
為縮減，宜精選投資小型
股基金。 ■駿利投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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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星期一）

熱烈祝賀熱烈祝賀

香港交易所香港交易所
上市 周年上市 周年5511

致意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2722.H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

���
�	%���������

����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6月22-26日)
日期

22

23

24

25

26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6月15-19日)
日期

15

16

17

18

19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美國

美國

日本

美國

美國

德國

美國

國家

歐盟

美國

德國

美國

日本

歐盟

美國

美國

德國

香港時間

10:00PM

8:30PM

10:00PM

7:50AM

8:30PM

8:30PM

3:00PM

10:00PM

香港時間

6:00PM

9:15PM

3:00PM

8:30PM

7:50AM

6:00PM

8:30PM

10:00PM

3:00PM

報告

5月份二手房屋銷售 (單位)

5月份耐用品訂單

5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5月份勞務生產物指數#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修訂)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5月份個入收入

5月份個人開支

5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6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報告

4月份歐元區貿易盈餘(歐元)

5月份工業生產

5月份設備使用率

5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5月份建屋動工(單位)

5月份貿易盈餘(日圓)

5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5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5月份領先經濟指標

5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預測

526萬

-0.5%

52.5萬

-

-0.2%

27.1萬

+0.5%

+0.7%

-

94.8

結果

249億

-0.2%

78.1

+0.7%

103.6萬

2159.7億

+0.3%

26.7萬

+0.4%

+0.7%

-1.3%

上次

504萬

-1.0%

51.7萬

+3.1%

-0.7%

26.7萬

+0.4%

0.0%

-0.6%

94.6

上次

234億

-0.3%

78.3

+0.5%

116.5萬

557.59億

0.0%

27.9萬

+0.1%

+0.7%

-1.5%

R

R

台灣逾萬種商品寧波展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方怡 寧波報道）2015浙江（寧

波）台灣名品博覽會近日在寧波舉行，共有台灣參展企
業350家，總計超過1,000名台灣廠商代表參與，展出商
品12,000多種。全球最大的尺寸的液晶顯示器、玉米製
成的嬰幼童餐具、石頭做成的紙張等創意科技產品亮相。

楊光明：冀拓展浙江市場
台灣精品館館長楊光明表示，希望借精品展現台灣

產品的形象與品牌價值，並透過寧波打開浙江市場。
本屆台灣名品博覽會，以科技環保綠生活、文創美

學心感知、智能生活新體驗為主題，其中以「生活環
保」為主題的台灣精品館，共選取了73家台灣知名企
業137件頂尖產品參展，產品涵蓋消費電子、電動
車、健身等多個方面。其中僅有16.9千克重的全球最
輕自行車，吸引了眾多市民目光。
自行車廠商——達瑞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戴
仲平告訴記者，該自行車以輕量化碳纖打造，充電4
小時在輔助動力模式下，可以騎行60公里，最高速度
可以達到25公里/小時。在內地售價2.4萬元人民幣，
目前在杭州有一個經銷門店。在日本、韓國都有銷
售，同時在香港正在洽談經銷商。

名品博覽會每年辦6次
台灣貿易中心副董事長單驥表示，台灣名品博覽會

每年會在大陸辦6次到8次，在展現台灣高品質產品同
時，也將進一步推進台灣精品落地計劃，以最實在的
經貿交流為兩岸搭建出一個雙贏的商務合作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寧夏股權
托管交易中心6月19日在銀川掛牌成立，首批243家
企業掛牌。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副主席
張超超，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儒貴、自治區政
協副主席張樂琴和南京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劉以安
出席掛牌儀式並為掛牌企業代表授牌。張超超和劉以
安為股權托管交易中心揭牌並致辭。

寧夏股權托管交易中心掛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建麗，實習記者 圖們，通

訊員 耿繼軍、劉宏梅）記者近日從呼和浩特海關獲
悉，今後企業出口退稅，不需等海關簽發紙質報關單
證明聯和向國家稅務總局傳輸相關電子數據，出口退
稅辦理周期被進一步縮短。
6月1日起，稅務部門憑海關傳輸的出口報關單電子

結關數據辦理退稅手續。

呼和浩特海關縮出口退稅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吉林琿春—羅先(朝
鮮)—上海集裝箱班輪首航儀式日前在朝鮮羅津港舉
行，這是繼2010年12月，中國琿春經朝鮮羅津港至上
海、寧波口岸的內貿貨物跨境運輸陸海聯運航線開通
後，琿春跨境至上海集裝箱班輪首航。
琿春市地處中俄朝三國交界，2012年中國政府批准
在這裡設立圖們江區域(琿春)國際合作示範區。中國官
方在相關意見中明確提出，琿春要積極利用陸海聯運國

際運輸通道，擴大內貿貨物跨境運輸規模，打造南北物
流新通道。

推動圖們江區域國際合作
琿春官方表示，集裝箱業務啟動後，必將有效拉動中

國「北貨南下」、「南貨北上」物流發展，同時加快吉
林省對外通道建設步伐，推動中國圖們江區域(琿春)國
際合作示範區建設。

琿春羅先上海集裝箱班輪首航

■浙江省政府副秘書長陳宗堯(左），寧波市長盧子躍
（中），台灣貿易中心副董事長單驥（右）啟動開幕
式。 周方怡 攝

■市民在試用台灣的商品。 周方怡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