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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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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進口。前值47.7億

9月出口。前值37.3億

9月貿易平衡。預測8.00億赤字。前值10.35億赤字

截至9月的一年貿易平衡。前值33.31億赤字

9月瑞銀集團消費指數。前值正1.63

9月M3貨供額年率。預測+5.0%。前值+4.8%

9月對民間貸款。預測+1.1%。前值+1.0%

9月M3貨供額三個月移動平均值。前值+5.0%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初值。預測+0.6%。前值+0.7%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年率初值。預測+2.4%。前值+2.4%

9月耐用品訂單。預測-1.1%。前值-2.3%

9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預測0.0%。前值-0.2%

9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前值-1.3%

9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財訂單。預測+0.1%。前值-0.8%

8月標普/Case-Shiller房價指數年率。預測+5.1%。前值+5.0%

8月標普/Case-Shiller經季節調整房價指數月率。預測+0.1%。前值-0.2%

8月標普/Case-Shiller未經季節調整房價指數月率。預測+0.3%。前值+0.6%

10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前值55.0

10月Marki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5.1。前值55.1

10月世企研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02.9。前值103.0

10月里奇蒙聯邦儲備銀行綜合製造業指數。前值負5

馮 強金匯 動向

寛鬆政策預期 歐元考驗1.10關
歐洲央行上周決議後，央行總裁德拉吉發表極其

鴿派言論，周五中國人民銀行突發宣佈降準降息，
歐元連遭重創，一度跌破1.1關口。本周將迎來美
聯儲決議、日本央行決議、美國第三季度GDP等
重要事件和指標。德拉吉稱，將在12月重新檢視寬
鬆程度，資產購買計劃提供了充足的靈活性，若有
必要量寬（QE）將實施至2016年9月之後；並稱
QE會一直執行，直到央行看到通脹路徑有可持續
性的挑戰或通脹達到目標。

歐央行12月擴量寬機會大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央行此前曾多次重申，利率
已觸及「下限」，但德拉吉此次講話卻表示，歐洲
央行已經準備好按照自己的使命，願意和能夠動用
「所有可用的工具」；這幾乎已明確已推翻了此前
「利率已觸及下限」的論斷。目前各大機構分析師
普遍預期，歐洲央行有很大可能在12月決議中擴大
寬鬆。
美聯儲本周將召開政策會議。最近幾周美聯儲發

出的信號不一，主席耶倫和其他官員曾表示，預計
需在年底前加息，但也有美聯儲官員敦促謹慎行
事，說美國考慮加息還為時尚早。投資者本就懷疑

貨幣政策克服中國經濟放緩或大幅提高通脹的能
力，美聯儲官員的意見分歧，更讓市場增加了疑
慮。而9月會議阻礙美聯儲加息進程的因素之
一——中國公佈第三季經濟增速破七，更是讓美聯
儲的利率決定難以預測。
歐元兌美元此前在1.15關口前止住連日漲勢，並
在近期出現大幅回挫。現階段已見匯價初步跌破位
於1.1070的上升趨向線，或見歐元又再重陷弱勢，
並再次測試1.10關口，下一級則直指1.08水平。上
方阻力則預估在100天平均線1.1175及1.1260水
平。
英鎊兌美元上周連日下跌，周五低見至1.5307美

元，因美元得益於歐元疲軟而兌所有貨幣走強。投
資者本周將轉向英國增長數據，以期從中尋找英國
經濟表現的最新線索，此外還關注美國聯邦儲備理
事會（FED）的政策會議，試圖搜尋有關美聯儲何
時開始加息的信號。
圖表走勢而言，英鎊兌美元在月初守住1.51水

平，或見英鎊築好短期底部，預料上探首個阻力先
為100天平均線1.5495水平；此外，9月18日高位
1.5659料為重要阻力參考。下方支持預計為25天平
均線1.53及1.5250，關鍵位於1.51水平。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

英鎊上周連番受制1.5505至1.5510美元
之間的阻力後走勢轉弱，跌穿1.54美元水
平，上周尾段一度向下逼近1.5305美元附
近一周多低位，本周初略為回穩，曾反彈
至1.5350美元附近。英國國家統計局上周
四公佈9月份零售銷售按月上升1.9%，顯
著高於市場預期之外，更是2013年9月以
來最大增長幅度，有助英國第3季經濟表
現，數據導致英鎊迅速反彈至1.5508美元
附近，不過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上周四的
寬鬆言論令投資者不排除歐洲央行有機會
在12月推出新刺激措施，歐元呈現急跌走
勢，從1.13美元水平反覆下挫至1.10美元
水平，明顯拖累英鎊走勢，是帶動英鎊反
覆下跌至1.5305美元附近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美國近兩周公佈的初次申領
失業救濟人數均處於42年低點，而美國本
周二公佈9月份耐用品訂單數據後，美國
聯儲局本周三將公佈政策會議結果，投資
者趨於審慎，暫時限制英鎊波幅。此外，
英國9月份零售銷售表現偏強，投資者頗
為關注英國國家統計局本周二公佈的英國
第3季經濟增長數據，若果數據一旦好於
預期，引致歐元兌英鎊交叉匯價跌幅擴

大，則英鎊將有機會延續本周初的反彈。預料英
鎊將反覆重上1.5430美元水平。

金價守1159 短線料回升
現貨金價上周連番受制1,179至1,180美元之間的
主要阻力位後，上周尾段曾失守1,160美元水平，
並且走低至1,159美元附近一周多低位，不過本周
初呈現反彈走勢，一度走高至1,168美元附近，顯
示現貨金價在1,160美元之下仍有較大支持，限制
金價回落幅度。受到全球主要央行均推行寬鬆貨幣
政策影響，若果美國聯儲局本周三會議後的聲明內
容依然未能令市場確定美元加息時間，則預料現貨
金價將會反覆走高至1,185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重上1.543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18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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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儲局於9月17日會議上維持利率不變，受到近期全
球經濟與金融市場情勢發展不明，可能對經濟活動產生些許
抑制，或給短期通脹率造成進一步的下行壓力。柏瑞投信固
定收益團隊主管林紹凱表示，聯儲局委員語調鴿派，美聯儲
官員對於未來幾年加息預期有所下降，顯示中期貨幣政策加
息步伐將緩慢溫和，伴隨美國9月份非農就業數據表現疲
弱，以期貨隱含加息預期來看，市場現在認定首次加息時間
點已經延後到明年三月或更遲。十月初以來新興市場債市已
呈現止穩情況，近一年以來債券指數全面翻揚，新興市場
債券指數則上漲2.69%。

全球高收益債料上揚
受到先前油價下跌影響，造成能源債高收益債利差飆

高 ， 能 源 高 收 益 債 隱 含 違 約 率 已 反 映 至
34%-41%，已過度反映違約風險。預期在未來油
價逐步回穩情況下，高收益債市表現可望呈現反
彈上揚格局。且油氣鑽井平台總數已降至逾13
年來新低，美國原油產量亦逐步減少，雖然經
合組織（OPEC）國家和俄羅斯的產量仍居高
位，不過，不同於去年底OPEC強硬立場，林紹
凱觀察近期態度已出現鬆動，10月6日OPEC秘書

長巴德里表示，解決原油供給過剩需所有產油國通力合作，
暗示長達一年的油價之戰已趨近尾聲，將有機會帶領全球高
收益債止穩走揚，未來具信用價差收斂空間。
柏瑞亞太高收益債券基金預定經理人施宜君表示，根據信

評機構穆迪報告，目前亞洲高收益債償債能力穩健，信用風
險仍低，穆迪信用評等公司預估今年亞洲高收益債券違約率
將由2014年的3.9%下降至3.1%，約與其他市場高收益債券
一致。此外，與去年相比，亞洲高收益債券發行量低於去
年，供給下滑且信用狀況仍穩定下，價格可望有所支撐。

系統性風險降 買債時機
施宜君表示，以過去經驗來看，亞洲高收益債面臨系統性

風險發生後，信用價差呈現擴大，但在基本面仍維持良好，
市場流動性充沛下，未來信用價差仍具收斂機會。目前以全
球主要信用債市來看，亞洲高收債具有較高收益率，具相對
投資價值。此外，根據統計，自2011年以來，即便歷經
2011年美債信評遭降、2013年美國退出量化寬鬆、2015年
中國佳兆業違約等系統性事件，亞洲高收益債市短期受到新
興市場經濟前景疑慮等系統性風險擔憂所連累，進場投資具
有資本利得潛在機會。以目前亞洲高收益債收益率上揚至
8%左右水平，投資價值已儼然浮現。

美聯儲局9月議息決定維持利
率不變，會後聲明鴿派，期貨隱
含加息期程延後，全球債市利好
浮現。十月初以來新興市場債市
已止穩，能源高收益債市呈現過
度反應違約疑慮，將有機會帶領
全球高收益債市場止穩走
揚。受惠低違約率及低發
行量，亞洲高收益債相對
搶手，也因此價格值得期
待。亞洲高收益債信用
價差擴大至歷史相對
高點，為亞洲高收益
債再次創造較佳進場
機會。 ■柏瑞投信

金匯 出擊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

能源價回穩 亞洲高收益債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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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7日 今日電視節目表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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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劍恩仇錄
10:30 笑傲江湖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女人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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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寶石寵物III及交易現場
4:15 大頭公主愛作戰
4:45 花生動畫
4:50 Think Big 天地
5:20 多啦A夢
5:50 財經新聞
5:55 茶是故鄉濃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望子成才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東坡家事
9:30 梟雄
10:30 覓食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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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親女愛
1:25 今日VIP
1:55 東張西望
2:25 無間音樂
3:25 德國盃2015/2016 –禾夫

斯堡 對 拜仁慕尼黑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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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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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 金融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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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阿Tip
4:30 小雲兔與外星仔
4:55 狂野孖寶
5:25 天才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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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足球新天地
7:00 藝坊及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新紮獸醫
9:00 清心直說及話說當年
9:30 明珠絕色 : 地球生世紀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箭神及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及瞬間看地球
12:00 黑名單
12:55 奇形怪PET及音樂熱點
2:00 明珠絕色 : 地球生世紀
2:55 清心直說
3:25 新紮獸醫
4:20 亞洲足球新天地
4:45 音樂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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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出新里程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20 我們這一班
10:50 天蠶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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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零燕
2:15 環遊世界
2:30 天南地北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血鑄河山
3:35 天劍絕刀
4:00 我們這一班
4:30 網球王子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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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飲廣食
7:00 香港有你
7:30 天南地北
8:00 廣東黃金海岸遊
8:30 新萍踪俠影
10:25 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11:00 血鑄河山
11:30 環遊世界
11:45 非常好警
1:40 天南地北
2:05 血鑄河山
2:35 新朱門怨
3:35 佳偶天成
5:30 永遠懷念林家聲博士 :

林家聲戲寶承傳系列

2:00 獅子山下 經典重溫
3:00 黃金歲月
3:30 女人多自在
4:00 教育電視學校節目
4:15 教育電視學校節目
4:32 常識科
4:44 中文科
5:00 Design 
5:18 莎拉與小 Duck Duck
5:30 小農夫 大作物
5:55 百變動物盒
6:00 見面．見香港
6:05 天下父母心 - 與孩同行
6:30 Cultural Heritage -

The Railroad
6:55 左右紅藍綠
7:00 香港有你
7:30 醫生與你
8:00 有房出租
8:30 一念之間 2
9:00 視點31
10:00 光影我城IV
10:55 左右紅藍綠
11:00 香港有你
11:30 視點31
12:30 心眼遊天下
1:00 The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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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橋雲裳
11:25 健康新概念
11:30 時事亮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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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騰飛中國
1:40 鳳凰焦點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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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看世界
4:15 鳳凰大視野
4:50 名言啟示錄
4:55 娛樂快報
5:00 天橋雲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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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名嘴匯
7:50 今日視點
7:55 與夢想同行
8:00 鳳凰大視野
8:35 鳳凰焦點關注
8:55 名言啟示錄
9:00 時事直通車
10:00 冷暖人生
10:30 絲路文明
10:35 鳳凰全球連線
11:00 鏘鏘三人行
11:30 健康新概念
11:35 私享家

6:00 辣媽正傳
7: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寧死不輸
8:15 幸福選擇題
9:00 辣媽正傳
10: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寧死不輸
11:15 幸福選擇題
12:00 辣媽正傳
12:55 無綫網絡電視精
1: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寧死不輸
2:15 幸福選擇題
3:00 辣媽正傳
4: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寧死不輸
5:15 幸福選擇題
6:00 辣媽正傳
7: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寧死不輸
8:15 幸福選擇題
9:00 辣媽正傳
10: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寧死不輸
11:15 幸福選擇題
12:00 辣媽正傳
1: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寧死不輸
2:15 幸福選擇題
3:00 辣媽正傳
4: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寧死不輸
5:15 幸福選擇題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4:31 今日說法
4:59 新聞聯播
5:29 人與自然
6:00 朝聞天下
8:32 生活早參考
9:03 人與自然
9:30 精彩一刻
9:40 電視劇 二十四道拐
10:26 電視劇 二十四道拐
11:12 電視劇 二十四道拐
12:00 新聞30分
12:31 今日說法
1:00 電視劇 轉身說愛你
1:46 電視劇 轉身說愛你
2:32 電視劇 轉身說愛你
3:18 電視劇 轉身說愛你
4:04 精彩一刻
4:16 輝煌十二五系列報告會
4:36 生活提示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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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 焦點訪談
7:55 公益宣傳短片
8:00 前情提要
8:00 電視劇 絲綢之路傳奇
8:46 前情提要
8:47 電視劇 絲綢之路傳奇
9:33 人與自然
10:00 晚間新聞
10:31 粵語劇場 溫州一家人
11:17 粵語劇場 溫州一家人
12:04 動物世界
12:36 電視劇 水木清華
1:22 電視劇 水木清華
2:10 生活早參考
2:40 精彩一刻
2:58 請您欣賞
2:59 電視劇 鐵甲艦上的男人們
3:45 電視劇 鐵甲艦上的男人們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8:00 中國新聞
9:00 天天飲食
9:10 中文國際
9:15 我是特種兵之利刃出鞘-37/40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
10:12 我是特種兵之利刃出鞘-38/40
10:57 中文國際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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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天天飲食
2:20 中文國際
2:21 臥薪嘗膽-20/41
3:04 臥薪嘗膽-21/41
3:46 臥薪嘗膽-23/41
4:29 臥薪嘗膽-24/41
5:11 中文國際
5:15 遠方的家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薈萃節目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天涯共此時-43
10:45 全球華人
11:00 今日亞洲
11:30 遠方的家
12:15 中國文藝
12:45 國寶檔案
1:00 中國新聞
1:10 天天飲食
1:20 百家講壇
2:00 新聞聯播
2:30 華人世界
3:00 中國新聞

煲劇1台香港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