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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強金匯 動向 迎消費旺季 精品基金漲勢可期

希臘情勢急轉直下 歐元陷弱勢
希臘的談判僵局令歐元上周持續處於守勢，歐元兌

美元整周下跌約1.7%。在斷然拒絕希臘對延長即將到
期救助方案的請求後，歐元區除希臘外的18國財長首
度在希臘未與會的情況下開會。希臘左翼激進聯盟黨
(Syriza)政府本要求將救助延長到7月5日舉行公投後；
希臘選民將在公投中投票決定是否接受政府所反對的
條件嚴苛的新救助條款。若沒有這些額外時間，希臘
本周二勢必無法償還重要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債
款。持續數月的解凍援助金談判無果而終，可能引發
銀行擠兌和資本管制，並讓兩度接受紓困的希臘走上
退出歐元區的道路。
希臘退出歐元區將會產生一個危險的先例，表明歐

元區成員資格確實是可逆的，因而可能提高其他實力
較弱的成員國退出的風險，如西班牙和意大利。同
時，恐懼情緒的擴散，將會使其他歐元區國家的融資
成本也再度上升。
撇開希臘，本周的焦點將是ADP民間就業數據以及

美國非農就業報告；市場人士正在尋找美國經濟持續
成長拉動就業和薪資的跡象。路透調查的分析師預
計，美國6月非農就業崗位料增加23.2萬個，5月意外
大增28萬個，鞏固了加息預期。由於7月4日獨立紀念
日假期，6月非農報告將在周四公布。

跌穿1.10關 下試1.08
希臘危機引發金融市場震盪，歐元兌美元本周一開

盤一度搰落至四周新低1.0963，美元兌日圓則曾跌見
至122.10的一個月低位。技術圖表分析，歐元兌美元
上周跌破上升趨向線，短期應見歐元再陷弱勢，上方
阻力估計在10天平均線1.1250，關鍵料為1.1450至
1.15區域。至於下方支持則會矚目於1.10關口及5月底
守穩的1.08水平，倘若歐元真的走的1.08這一線水
平，那麼歐元走勢亦同時會形成一組雙頂形態，需慎
防若此區支撐失守，將見歐元技術上展開新一輪下
跌，初步目標可看至上升趨向線於1.0620水平。
美元兌瑞郎方面，圖表走勢分析，過去兩日美元兌
瑞郎於0.92至0.95的窄幅區間內爭持，而於6月18日
曾最低跌見至0.9145，但其後又返回至0.92水平上
方，估計爭持走勢仍會持續，若果後市匯價終見下破
0.92這個整固底部，料延伸技術跌幅約有300點，即
可至0.89水平。

英鎊上周初受制1.5910美元阻力後走勢
偏軟，先後跌穿1.58及1.57美元水平，本
周初跌幅曾略為擴大至1.5665美元。希臘
債務談判破裂，歐洲央行未有增加希臘銀
行業緊急流動性緩助金額，希臘宣布施行
資本管制，銀行本周停業，消息導致歐元
本周初早段曾急跌至1.0955美元，拖累英
鎊失守1.57美元水平。此外，市場避險情
緒高漲，除了歐元兌英鎊交叉匯價周初曾
下挫至0.69907年多低點之外，歐元兌日
圓交叉匯價亦從上周初140.60水平急跌至
133.75，導致美元兌日圓一度於周初下跌
至122.101個月低位。
雖然歐元周一呈現急跌，不過歐盟官員

周初偏向樂觀的言論，令部分投資者認為
希臘債務談判最終仍有機會達成協議，引
致歐元在歐洲匯市時段掉頭反彈，一度走
高至1.1140美元，收復周一早段的大部分
失地，帶動英鎊回穩至1.57美元水平，若
果英國本周二公布的首季經濟增長好於預
期，則英鎊將進一步作出反彈。受希臘債

務危機影響，美元本周初僅能短暫轉強，反映美元
兌各主要貨幣的升幅有放緩傾向，將有助英鎊短期
表現。預料英鎊將反覆重上1.5800美元水平。

希臘危機 金價先升後回
現貨金價上周五在1,168美元獲得較大支持
後，本周初曾顯著反彈至1,187美元，主要是希
臘實施資本管制，銀行停業，市場避險情緒升
溫，全球股市下跌，部分避險資金流入金市。隨
歐盟及希臘仍有機會達成債務救助協議，歐元
在歐洲匯市時段迅速回穩至1.11美元水平，紓緩
投資者緊張氣氛，現貨金價逐漸掉頭下跌至1,176
美元水平，回吐周一早段大部分升幅，美國本周
五公布6月份非農就業數據前，預料現貨金價將
於1,165至1,185美元上落。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重上1.58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於1,165至1,185美元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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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頓全球時尚精品基金經理人高仰遠表示，精品產業下半
年漸入佳境不外乎以下四點：第一，美國所得水平以及消費
信心持續上升。根據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5月
零售銷售數據亮眼，消費者支出創6年來最高增幅，顯示消
費信心回籠，民眾願意消費，企業銷售業績增長可期。

歐日幣大跌 遊客消費大增
第二，歐日寬鬆政策奏效。歐、日維持寬鬆貨幣政策下，

歐洲及日本經濟數據出現好轉，看好長期通脹率將上揚進一
步帶動股市表現，預期下半年經濟復甦力度將持續。第三，
中國消費市場快速增長。受惠中國政策發展與國家計劃經濟
之扶持，近年來中國內需市場增長大躍進，加上未來中長
期中國經濟發展以擴大內需消費為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相
關內需消費產業表現可期。第四，旅日遊客消費增長。日
本市場持續受惠日本觀光立國政策，在日圓貶值下，赴日

旅遊的熱潮從去年延至今年。據統計，今年4月到日
本的外國人較去年同期增加超過50萬人次，高達
176.4萬人次，增幅為43.3%，首次突破單月統計中
最高的170萬人次紀錄。預期暑假旅遊旺季到來
亦將再次帶旺旅日人潮及消費增長。

中國遊客大購歐奢侈品
高仰遠指出，歐元持續下跌，大大促進了歐洲旅

遊業。來自世界其他地區去歐洲旅遊購物的人數持續

增加，特別是美國遊客和中國遊客。尤其是，歐元兌人民幣
匯率不到一年已經跌了20%，對於用人民幣換歐元消費的中
國遊客來說，與國內價格相比，在歐洲購買奢侈品，在折
扣、關稅和匯率方面很有吸引力。根據研調機構統計，2014
年，中國境內奢侈品的銷售額下滑了11%，但中國人海外購
買奢侈品的消費額卻增加了9%；去年全球將近一半的精品
消費來自中國，精品消費金額高達1,020億美元，顯示在中
國政府打奢政策下，精品消費力度持續強勁。
隨全球景氣開始步入多頭循環，經濟動能回穩可望帶動

奢侈品消費。高仰遠表示，整體來看，全球下半年民間消費
可望加速增長，並看好高消費市場的後續表現。目前精品類
股本益比從估值上來看仍相對便宜。而隨新興市場富有人
口的增加，對於購買精品的慾望也會隨之增加，建議投資者
可按照自己的財務計劃，選用定期定額或是逢低單筆進場的
方式，來參與精品基金的長期增長契機。

全球市場今年迎來震盪，然而，
截至6月26日，道瓊精品指數今年
以來漲幅逾10%，表現遠優於MSCI
世界指數的3.89%和新興市場指數
的2.54%。歐洲精品業受惠歐元兌
美元貶值利多，企業盈利表現良
好，加上油價下跌帶動消費力提
升、美國經濟持續穩健復甦、歐日
維持寬鬆貨幣政策以及中國持
續致力於擴大內需提振消費，
精品產業前景看旺。尤其暑假
消費旺季展開，接下來10月還
有中國十一長假登場，緊接
着為歐美聖誕與中國農曆
新年等消費力度挹注，下
半年精品及消費類股表現
將有機會優於上半年。

■華頓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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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星期二）

　　「中國‧柯橋紡織指數」20150629期紡織品價格指數收報
於102.85點，環比下跌0.23%，較年初下跌0.70%，同比下跌
1.61%。  
　　中國輕紡城市場行情震盪回縮，其中：原料市場行情小幅下
跌，坯布市場價量小幅推升，服裝面料市場布匹價量小幅下跌，
家紡類面料成交小幅回升，輔料成交小幅下降。

一、原料小幅下跌，滌綸小跌紗線平淡
　　據監測，本期原料價格指數收報於83.62點，環比下跌
0.19%，較年初下跌2.18%，同比下跌5.47%。
1、聚酯大盤行情觀望，滌絲小跌滌短仍淡
 本期滌綸原料價格指數小幅下跌，滌絲價量小跌，蕭紹地區

FDY市場總體延續平淡，廠家出貨為主，價格穩中優惠，大有
光絲價格整理疲乏，細旦疲乏謹慎整理；滌綸DTY市場出貨普
遍平淡，廠家穩中優惠出貨為主，DTY多孔絲行情整理。滌短
市場弱勢整理，總體成交氣氛仍淡，廠家報價基本穩定，江浙
1.4D直紡滌短市場主流報7500－7600元/噸出廠，實際成交可
商談；純滌紗價格偏弱，零星散批量成交，32S主流報12100
元/噸附近。上游聚酯原料行情觀望為主，銷售有限，現華東
地區PTA現貨主流4920—4940元/噸，MEG主流7280—7330
元/噸左右，聚酯切片市場觀望謹慎，成交平淡，聚酯切片江
浙地區半光切片現金或三月承兌6825元/噸左右。

2、純棉紗市場銷售繼續偏淡，粘短產銷好轉人棉紗成交平淡
 蕭紹純棉紗利空難散，銷售繼續偏淡，價格疲軟，出貨為主，

紗廠壓力上升，商家看淡為主，21S普梳主流19500元/噸，高
配主流價20800元/噸左右，32S普梳主流20550元/噸左右，
40S高配紗主流價23300元/噸左右。受新疆、福建粘膠短纖裝
置延期開機市場供應減少，粘膠短纖市場近期產銷情況較前期
有所好轉，首先外銷訂單近期較為火爆，端午小長假後，下游
多進入剛需補貨周期，因市場對下跌預期減弱，下游拿貨量
以及積極性都有好轉，粘膠廠家價格執行多趨於堅挺，部分
廠家報價陸續上漲100元/噸，中端主流仍成交在12500元/噸。
紹興市場人棉紗成交平淡，價格小幅走弱，賽絡紡30S商談在
18300—18500元/噸，緊賽40S在2000—20500元/噸。

二、坯布行情推升，價格小幅上漲
　　據監測，本期坯布價格指數收報於103.22點，環比上漲
0.20%，較年初比下跌0.25%，同比上漲0.36%。
　　本期坯布類價格指數小幅上漲，近期，輕紡城傳統市場經營
門市補倉繼續呈現小幅推升走勢，整體坯布成交量較前期小幅增
長，薄型夏裝坯布成交有限，秋裝坯布下單局部小幅推升。天然
纖維坯布需求小幅推升，價格指數呈小幅上漲走勢，純棉坯布成
交環比推升，純棉紗卡坯布、純棉府綢坯布、純棉巴厘紗坯布、
純棉平布坯布市場成交量環比推升；化纖薄型夏裝坯布成交有
限，秋裝坯布現貨成交和下單局部推升，價格指數小幅上漲，噴

織類滌綸麻坯布、滌綸紗坯布、滌綸紡坯布、滌綸
縐坯布、滌綸絨坯布、滌綸色丁坯布和滌綸針織坯
布成交量環比推升；拉動坯布類總體價格指數小幅
上漲。

三、服裝面料成交回落，價格指數小幅下跌
　 　 據 監 測 ， 本 期 服 裝 面 料 價 格 指 數 收 報 於
117.60點，環比下跌0.46%，較年初下跌0.19%，
同比下跌0.27%。
　　本期服裝面料類價格指數小幅下跌，近期，輕
紡城傳統市場服裝面料成交震盪回落，現貨成交
以小批量多批次分散性成交和中小批量成交為主，
滌綸仿真絲類夏裝面料現貨上市量有所回落，滌綸
秋裝面料染色、印花、提花、爛花、剪花多品種成
交小幅回落。受染料價格下調影響，致使面料價格
穩中局部小跌，整體市場銷量環比回落。其中：滌
綸面料、滌棉面料、滌粘面料、粘膠面料、粘毛面
料、錦綸面料、錦棉面料、時尚面料因夏裝面料現
貨成交下降，秋裝面料訂單發貨不足，價格指數不
等量下跌，拉動服裝面料類價格指數小幅下跌。

 四、家紡成交回升，價格指數小幅上漲
　　據監測，本期家紡類價格指數收報於99.24點，環比上漲
0.20%，較年初下跌0.87%，同比下跌0.13%。
　　本期家紡類價格指數小幅上漲。床上用品成交環比回升，價
格指數明顯上漲；日用家紡成交環比推升，價格指數小幅上漲；
窗簾成交呈小幅推升走勢，價格指數微幅上漲，滌綸有光FDY
提花印花窗簾布、半光FDY提花印花窗簾布、DTY提花窗簾布、
（FDY+DTY）印花窗簾布成交不等量推升，創新創意色澤花型
面料價量環比小漲；拉動家紡類價格指數小幅上漲。

五、市場需求繼續回落，輔料指數小幅下跌
　　據監測，本期服飾輔料類價格指數收報於118.24點，環比下
跌0.29%，較年初下跌0.52%，同比上漲0.01%。
　　本期服飾輔料價格指數小幅下跌，襯料類成交明顯回落，價
格指數跌幅較大；帶類成交環比回縮，價格指數呈一定幅度下跌
走勢；花邊類成交小幅下降，價格指數小幅下跌；拉動服飾輔料
總類價格指數小幅下跌。

六、後市價格指數預測
　　預計下期輕紡城整體行情將呈震盪小跌走勢，因淡季來臨下
游需求下降，織造企業開機率逐步下降，印染企業產出銳減，市
場行情走勢局部繼續偏淡，面料、輔料認購踴躍度將有所下降，
整體市場成交將呈現震盪小跌走勢。

  市場行情震盪回縮
      價格指數小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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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HIA新屋銷售月率。前值+0.6%
5月建築訂單年率。前值-12.1%
5月房屋開工年率。預測+5.8%。前值+0.4%
5月實質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0%。前值+1.7%；年率。預
測+2.5%。前值+1.0%

5月消費者支出月率。預測0.0%。前值+0.1%；(PPI)月率。前
值-0.4%
6月KOF領先指標。預測93.6。前值93.1
6月經季節調整失業人數變化。預測減少0.5萬人。前值減少0.6
萬人
6月未經季節調整失業人數。預測270.5萬人。前值276.2萬人
6月經季節調整失業率。預測6.4%。前值6.4%；失業人數。前
值278.6萬人
5月失業率。預測12.3%。前值12.4%
第1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預測+0.4%。前值+0.3%；年
率。預測+2.5%。前值+2.4%
第1季企業投資季率。前值+1.7%；年率。前值+3.7%
第1季經常賬收支。預測232.5億赤字。前值253.0億赤字
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初值。預測+0.1%。前值+0.1%；
年率初值。預測+0.1%。前值+0.1%

6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初值。預測+0.1%。前
值+0.2%；年率初值。預測+0.2%。前值+0.2%

6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初值。預測+0.2%。前
值+0.3%
5月失業率。預測11.1%。前值11.1%
5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前值-0.1%；年率。前值-2.3%
4月國內生產總值(GDP)月率。預測+0.1%。前值-0.2%

4月標普/Case-Shiller經季調房價指數月率。預測+0.8%。前
值+1.0%；未經季調房價指數月率。預測+1.1%。前值+0.9%；
房價指數年率。預測+5.5%。前值+5.0%

6月芝加哥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測50.1。前值46.2
6月消費者信心。預測97.2。前值95.4

「一帶一路」旅遊聯盟9月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尚勇 寧夏報道）9月份召開
的中阿博覽會上，「一帶一路」將是與會各方熱議的話
題，而寧夏與「一帶一路」沿線省區也正在醞釀大動
作。記者6月28日從自治區旅遊局獲悉，中阿博覽會期
間舉辦的中阿旅行商大會將成立「一帶一路」旅遊聯
盟，沿線居民將能享受更多旅遊優惠。

寧夏中阿博覽會將促成合作
與第一屆中阿旅行商大會相比，今年旅行商大會在保持

與阿拉伯國家及穆斯林地區旅遊業界繼續深入交流合作的

同時，更加注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旅遊市
場開發合作。自治區旅遊局國際合作交流處處長牛奔告訴
記者，根據今年中阿旅行商大會安排，將在會議期間達成
3項重要成果，其中兩項都與「一帶一路」旅遊發展有
關。期間將達成「一帶一路」旅遊市場合作發表《寧夏宣
言》，建立「一帶一路」沿線旅遊合作機制，促進統一大
市場建設，相互提供優惠政策和便利條件。
會議期間，寧夏將與約旦、馬來西亞、哈薩克斯坦等

國家，及台灣、福建、廣西、新疆等地區共同簽署成立
「一帶一路」旅遊聯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靳
中興 河南綜合報道）在日
前於上海舉行的豫滬產業對
接活動中，許昌市共簽約項
目31個，引資208億元(人民
幣，下同)。
其中，國家級新能源建
設上海電氣（集團）總公
司、南京國睿公司、許昌
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三方共
同投資26億元的國家級新
能源示範區建設項目，蘇州
市河南商會、長葛市產業集
聚區共同投資20億元的中
國（長葛）電商服裝城項
目等一批投資規模大、科
技含量高的大項目正式簽
約。
該市市長武國定專場推介

暨合作項目簽約儀式上致
辭，他用五句話向與會嘉賓
推介了許昌，一是歷史悠
久，文化燦爛。二是區位優
越，交通便利。三是產業基
礎好，發展活力強。四是環
境優美，宜居宜業。五是發
展潛力大，發展前景好。他
盛情邀請嘉賓多到許昌考察
指導、溝通交流，尋求合作
機會，許昌市將積極營造安
商、富商、親商的優良環
境，提供最熱情、最周到、
最高效的服務，讓大家在許
昌放心投資、舒心創業、安
心發展，使許昌成為投資興
業的寶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尚勇 寧夏報道）記者6月28日從寧
夏商務廳(口岸辦)獲悉，國家民航局6月11日為寧夏貨運航空公
司頒發了《公共航空運輸企業經營許可證》，標誌寧夏歷史
上第一家航空公司獲准成立，寧夏自治區建設「中阿空中絲綢
之路」的戰略構想邁出了關鍵一步。

3架波音737型飛機9月營運
寧夏貨運航空公司先期購置的3架波音737型飛機，將於8月

中旬完成標誌噴塗後飛抵銀川，經驗證飛行後，將於9月正式
投入運營。據悉，公司計劃到2020年運力達到50架，完成構建
大中型航空產業集團的戰略目標，並逐步開通覆蓋國內主幹城
市，拓展中東、東南亞、東北亞重要城市，聯通中亞、西亞、
東歐樞紐城市的航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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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首家航空公司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吳彥英、李昌鴻廣州報道)日前，廣汽集
團旗下廣汽資本攜手廣州市金融工作局等在廣州共同舉辦了
「新常態新產融創時代——2015中國產融資本高峰論壇」，廣
汽集團執行董事及副總經理、廣汽資本董事長盧颯表示，廣汽
資本正通過挖掘新興產業資源以及培育行業領先的投融資能
力，積極適應新常態經濟下的產融結合。最近，廣汽資本設立
總規模為1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基金，推動汽車產業的智能製
造和新能源汽車等發展。
她介紹，最近廣汽資本發起設立兩隻產業基金，分別為汽車

產業投資基金和新興產業併購基金，該基金總規模為10億元，
其中，第一期規模為2億元，其主要投向汽車產業的創新技
術，包括智能製造、汽車零配件、新能源汽車、汽車後市場、
汽車電子及車聯網等，此舉將可加快汽車產業全產業鏈佈局，
並積極實現與資本市場的銜接，提升產業集中度並獲得高額資
本增值。

廣汽資本10億基金
推動汽車智能製造

■中國遊客
在英國倫敦
名店購物。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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