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7 文匯財經投資理財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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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預測+0.4%。前值+0.9%

第2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年率。預測+2.2%。前值+2.3%

第2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最終消費。前值+0.5%

第2季國內生產總值（GDP）資本支出。前值-1.2%

8月Markit/CIPS建築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測57.5。前值57.1

7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1%。前值-0.1%

7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率。預測-2.1%。前值-2.2%

8月ADP民間就業崗位增幅。預測20.1萬個。前值18.5萬個

第2季勞工成本修訂。預測-0.9%。前值+0.5%

第2季非農生產率環比年率。預測+2.8%。前值+1.3%

8月ISM紐約商業活動指數 -- --

7月工廠訂單月率。預測+0.9%。前值+1.8%

7月扣除運輸的工廠訂單月率。前值+0.5%

7月耐用品訂單月率修訂。前值+3.4%

7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月率修訂。前值+0.6%

7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月率修訂。前值+3.6%

7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財訂單月率修訂。前值+0.7%

馮 強金匯 動向
周一紐約12月期金收報1,132.50美元，
較上日下跌1.5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持
穩1,125美元水平後，周二曾反彈至1,144
美元水平，延續上周五的反彈走勢。
市場還未能確定美國聯儲局的加息時間
之際，紐約期油本周初走高至每桶49美元
水平，連續3日大幅攀升，本周二仍能保
持連日來的大部分升幅，對金價走勢構成
正面影響，若果原油價格升幅稍後進一步
擴大，則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160
美元水平。
澳元上周初受制73.10美仙水平阻力後
走勢急速轉弱，先後跌穿72及71美仙水
平，雖然上周五曾反彈至72.05 美仙附
近，不過本周初走勢再度趨於偏弱，周二
更一度回落至70.65美仙附近1周低位。澳
洲央行本周二政策會議後宣佈維持利率不
變，會後聲明表示商品價格的顯著下跌，
正使澳元匯價作出調整，並繼續刪去澳元
匯價過高的字句，認為悉尼房價升幅強
勁，該因素可能是澳洲央行暫時不傾向進
一步寬鬆其貨幣政策的原因之一。

新資本支出大跌 澳元走弱
另一方面，中國昨天發佈了8月份製造業指數

（PMI）為49.7%，按月下跌0.3%，降至臨界點
以下，是過去1年以來的低點。數據公佈後，日經
平均指數周二急跌3.84%，而澳洲央行公佈與早前
相若的會後聲明內容亦未能對澳元構成支持，導
致澳元再度失守71美仙水平，不利澳元短期表
現。隨着澳洲統計局上周四公佈第2季私營的新資
本開支按年下跌10.5%，較首季的5.3%跌幅進一
步擴大，不利第2季經濟表現，不排除本周三公佈
的澳洲第2季經濟增長可能遜於首季，增加澳元下
行壓力。預料澳元將反覆走低至69.50美仙水平。

風險情緒受壓 澳元考驗0.70關
澳洲央行周二決定將利率維持在歷史低位不變。澳洲

央行將指標利率維持在2.0%，該利率自5月以來一直保
持在這一水平。央行更加堅定靜觀形勢發展的立場，重
申將評估即將公佈的經濟數據，以判斷以往放鬆舉措的
影響。

央行維持利率不變
澳洲央行對利率前景沒有給出新的指引，這也是「維

持利率不變」決定後的慣常做法，使得市場沒有可以做
出反應的線索。
澳洲GDP數據將在周三公佈，有分析師指出，強勁
的公共部門需求或許已力挽狂瀾，支撐GDP沒有在第
二季轉為萎縮。澳洲經濟第二季預計較前季小幅增長
0.4%，按年增幅則從2.3%放緩至2.2%，料創2013年第
三季以來最低年增幅。即使是這樣的結果，也不會出乎
澳洲央行的意料，該央行目前對截至2016年6月一年間
澳洲GDP增長率的預估在2-3%間。

較大支持0.680美元
技術走勢而言，澳元兌美元過去一個月窄幅徘徊於

0.72至0.75區間，隨着0.72水平的失守，預計短期或仍
見下行壓力。估計進一步擴大跌幅將會至0.7050及0.70
關口，較大支持見於0.6850。上方阻力預估在0.72及
25天平均線0.7310，較大阻力料為0.74。
周一公佈的數據顯示，瑞士經濟總體前景轉而向

好，為一年來首次；企業開始消化1月份瑞士央行取
消瑞郎匯率上限的影響。瑞士8月KOF經濟領先指標
從7月修正後的100.4升至100.7，為過去一年來首次
超過長期100點平均值。該指標表明人們對瑞士經濟
表現的預期。上周五數據顯示，瑞士經濟在第二季意
外錄得增長，從而避免陷入自2009年以來的首次衰
退。
美元兌瑞郎走勢，近期連日高位均止步於25天平均

線之前，若可突破目前位於0.9680的25天線，將見美
元可重返上升態勢，首個阻力先看0.98水平，下一級關
鍵將指向0.99水平，美元兌瑞郎在8月上旬已連續多日
受制0.99這個關口，可進一步跨越此區，將鞏固美元漲
勢，預料延伸目標可至1.00關口以至今年3月高位
1.0128。下方支持預估為 200 天平均線 0.9540 及
0.9475，下一級料為0.9250。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走低至69.5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16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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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勁經濟數據再顯示歐洲邁向復甦的康莊大道。 歐元區7
月M3貨幣供給年增率為5.3%，大幅優於預期，對企業和家庭
的放款皆增加，寬鬆政策持續發酵。法國8月企業信心指數升
至103並創近4年新高；西班牙第2季GDP季增率1%，創逾8
年來最快增速。

德商業景氣指數連升兩月
德國8月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和IFO商業景氣指數均強勁增

長，目前中國經濟趨緩對德國來說幾無影響。受需求強勁和希
臘達成救助協議提振，德國8月IFO商業景氣指數意外
連升2個月，由7月108續回升至108.3，大幅優於預
期。弱勢歐元持續刺激出口，德國第2季國內生產毛額
（GDP）季增率終值為0.4%，經工作日調整後的年增
率再度增速至1.6%。

資金流入英法瑞意西基金
個別國家中，英國股票基金連3周買超，上
周買超增至4.3億美元，創今年7月15日來最
大買超；法國連續3周買超，上周買超增
至1.4億美元，且創1年又2個月來最大買
超；瑞士連7周買超且買超增至1.1億美元；
西班牙連續4周買超；意大利連續5周買超。歐
洲股票入息型基金連續6周買超，資金小幅流入

393萬美元。
此外，2014年掀起的全球併購熱潮持續，根據彭博8月份資
料，2015年第2季全球併購交易量年增率驟升至30.8%，僅次
於2007年第2季的16萬億美元，今年全球企業併購金額可望
創10年新高，歐洲也不遑多讓。歐洲第2季企業盈利年增率持
續上修至8.6%，不含能源股更勁揚至19.6%。分析師最看好金
融業後勢，第2季盈利年增率上看48.9%，工業則預期增長
20.9%。 目前253家公司已公布第2季財報，約56.1%家公司
盈利優於預期，高於長期平均值的48%，歐企盈利增長將持續
為股市注入活水。

上周全球股市重挫引發資
金大撤離，但英、法、瑞
士、西班牙、意大利及日本
等國家資金持續流入。歐洲
及美國上周經濟數據優於預
期，股市止跌揚升，顯現歐
美復甦跡象樂觀，可望提供
企業盈利動能，有助支撐股
市向上格局。歐洲股票入息
型基金連續6周買超，資金
小幅流入393萬美元；不過
歐洲平衡型基金結束6周
買超，上周轉為賣超
1.5 億美元，創 2014
年10月22日以來最大
單周賣超。

■富達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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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星期三）

經濟向好 歐股入息型基金受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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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日 今日電視節目表 （星期三）

無綫翡翠台

6:00 餐餐有宋家及瞬間看地球
6:30 香港早晨及環球新聞檔案
7:45 香港早晨及瞬間看地球
9:00 交易現場
9:30 滬港互通
9:45 超級勁歌推介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問問MC蛛
10:30 紫釵奇緣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老表，你好嘢！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及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滬港互通
2:45 結．分@謊情式
3:50 Battle Spirits少年勇者及

交易現場
4:20 麵包超人
4:50 Think Big 天地
5:20 多啦A夢
5:50 財經新聞
5:55 封神榜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證義搜查線3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陪著你走
9:30 收規華
10:30 在那遙遠的地方
11:00 環球新聞檔案
11:05 晚間新聞
11:50 新聞檔案
11:5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2:00 娛樂頭條
12:15 誓不低頭
1:25 今日VIP
1:55 東張西望
2:25 無間音樂
3:25 結．分@謊情式
4:20 換換愛

無綫明珠台

6:00 金融概要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CCTV News - 直播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滬港直通車
11:15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2:00 CCTV News - 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00 滬港直通車
3:10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彩雲寶寶
4:30 童話小王國
4:55 狂野孖寶
5:30 我的志願101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6:20 普通話天氣報告及

普通話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6:35 極品郵輪逍遙遊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潮人型屋
9:00 地球的邊緣及話說當年
9:30 動物超能力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異種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及瞬間看地球
12:00 天幕圍城
12:55 六十分鐘時事雜誌
1:45 音樂熱點
2:00 動物超能力
2:55 地球的邊緣
3:25 潮人型屋
4:20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鳳凰衛視中文台亞視本港台

6:00 平約瑟牧師 - 新造視頻
6:30 亞洲早晨
8:45 ATV亞洲小姐競選25th

亞姐百人II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20 我們這一班
10:50 大冒險家
11:50 開心大發現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 / 經濟快訊 /

天氣報告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1:45 小小大女人
2:15 環遊世界
2:30 天南地北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勝利大閱兵
3:35 小白龍
4:00 我們這一班
4:30 勁爆倉鼠樂隊2
5:00 松鼠特攻救地球
5:30 開心大發現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20 經濟快訊
6:25 體育快訊
6:30 天氣報告
6:35 漫遊嶺南綠道
7:00 嘆盡全世界
7:30 天南地北
8:00 樂在廣東
8:30 銘記歷史 : 大地遺孤
9:30 勝者為王
10:25 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11:00 勝利大閱兵
11:30 環遊世界
11:45 義無反顧
1:40 天南地北
2:05 勝利大閱兵
2:35 銘記歷史 : 大地遺孤
3:30 鴻運迫人來
4:30 天堂夢
5:30 永遠懷念林家聲博士 :

林家聲戲寶承傳系列

6:00 Music 120
7:00 中國新聞聯播
7:30 文化報道
8:00 甄能煮越南美食之旅
9:00 奇幻百寶箱
9:30 開心寶寶遊樂園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綜合新聞
11:30 對話
12:00 女人資本論
1:00 Music 120
3:00 知識小百科
3:30 文化奇遇記
4:00 歷史知多D
4:30 科學好Easy
5:00 追日星少年
5:30 小擂台大挑戰
6:00 文化報道
6:30 新財富
7:00 香港故事 –

追逐繁星的孩子
7:30 新聞/天氣報告/財經匯報
7:50 廣東黃金海岸遊
8:00 暢遊廣東144小時
8:30 逍遙自由行
9:00 芭蕾夢飛揚
10:00 亞洲至潮夜市
11:05 夜間新聞
11:20 時事縱橫
11:50 今日亞洲
12:20 暢遊廣東144小時
12:50 中國新聞聯播
1:20 逍遙自由行
1:50 尋找隱世醫術
2:50 Music 120

亞視國際台

7:00 鳳凰早班車
9:00 鳳凰大視野
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魯豫有約: 說出你的故事
10:55 娛樂快報
11:00 私享家
11:25 健康新概念
11:30 台灣名嘴匯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00 鏘鏘三人行
1:40 鳳凰焦點關注
1:55 絲路文明
2:00 魯豫有約: 說出你的故事
2:55 娛樂快報
3:00 資訊快遞
3:30 2015中華小姐環球大賽-

美麗前奏
3:40 冷暖人生
4:15 鳳凰大視野
4:50 名言啟示錄
4:55 娛樂快報
5:00 私享家
5:25 金曲點播
5:30 有報天天讀
5:55 健康新概念
6:00 全媒體大開講
7:15 2015中華小姐環球大賽-

美麗前奏
7:20 地球宣言
7:25 震海聽風錄
7:50 今日視點
7:55 與夢想同行
8:00 鳳凰大視野
8:30 騰飛中國
8:35 鳳凰焦點關注
8:55 名言啟示錄
9:00 時事直通車
10:00 軍情觀察室
10:35 鳳凰全球連線
11:00 鏘鏘三人行
11:30 健康新概念
11:35 食色行野

6:00 愛情睡醒了
7:00 亞洲星劇場 - 朴信惠:

鄰家花美男
8:15 真愛趁現在
9:00 愛情睡醒了
10:00 亞洲星劇場 - 朴信惠:

鄰家花美男
11:15 真愛趁現在
12:00 愛情睡醒了
1:00 亞洲星劇場 - 朴信惠:

鄰家花美男
2:10 無綫網絡電視精
2:15 真愛趁現在
3:00 愛情睡醒了
4:00 亞洲星劇場 - 朴信惠:

鄰家花美男
5:15 真愛趁現在
6:00 愛情睡醒了
7:00 亞洲星劇場 - 朴信惠:

鄰家花美男
8:15 真愛趁現在
9:00 愛情睡醒了
10:00 亞洲星劇場 - 朴信惠:

鄰家花美男
11:15 真愛趁現在
12:00 愛情睡醒了
1:00 亞洲星劇場 - 朴信惠:

鄰家花美男
2:15 真愛趁現在
3:00 愛情睡醒了
4:00 亞洲星劇場 - 朴信惠:

鄰家花美男
5:15 真愛趁現在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4:32 人與自然
4:59 新聞聯播
5:29 人與自然
6:00 朝聞天下
8:32 請您欣賞
8:34 精彩一刻
8:46 插花
8:46 電視劇 我的故鄉晉察冀
9:32 插花
9:32 電視劇 我的故鄉晉察冀
10:18 插花
10:18 電視劇 我的故鄉晉察冀
11:04 插花
11:05 電視劇 我的故鄉晉察冀
11:51 精彩一刻
12:00 新聞30分
12:30 電視劇 利箭行動
1:16 電視劇 利箭行動
2:02 電視劇 利箭行動
2:48 電視劇 利箭行動
3:34 電視劇 利箭行動
4:20 精彩一刻
4:40 動物世界
5:10 第一動畫樂園
7:00 新聞聯播
7:30 公益宣傳短片
7:31 天氣預報
7:36 公益宣傳短片
7:38 焦點訪談
7:54 公益宣傳短片
8:00 前情提要
8:00 電視劇 黃河在咆哮
8:46 前情提要
8:47 電視劇 黃河在咆哮
9:33 人與自然
10:00 晚間新聞
10:30 《東方主戰場》主題歌
10:34 東方主戰場
2:11 電視劇 猜拳
2:59 電視劇 猜拳
3:45 請您欣賞
3:45 電視劇 鋒刃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6:10 中文國際
6:13 遠方的家
7:00 中國新聞
7:25 中文國際
7:28 海峽兩岸
7:58 中文國際
8:00 中國新聞
9:00 中國新聞
11:00 中國新聞
11:10 中文國際
11:11 文藝晚會歌曲展播-勝利之歌
11:16 文藝晚會歌曲展播-紅紗巾
11:20 文藝晚會歌曲展播-

和平命運共同體
11:25 中文國際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2 東方主戰場-3
3:06 東方主戰場-4
4:00 中國新聞
4:10 抗戰歌曲三十首-抗敵歌
4:11 抗戰歌曲三十首-救亡進行曲
4:14 中文國際
4:15 天涯共此時
5:00 中國新聞
7:10 東方主戰場-8
8:04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時代2015
10:25 真相2015
10:50 天天飲食
11:00 今日亞洲
11:30 雙語劇場 51號兵站-6/26
12:15 雙語劇場 51號兵站-7/26
1:00 雙語劇場 51號兵站-8/26
1:45 中文國際
1:50 天天飲食
2:00 新聞聯播
2:30 雙語劇場 51號兵站-9/26
3:15 雙語劇場 51號兵站-10/26

煲劇1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