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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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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美國

12月貿易平衡。前值31.44億盈餘

11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屋價格月率。前值+0.5%

11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屋價格年率。前值+6.1%

11月標普/Case-Shiller經季調房價指數月率。預測+0.8%。前值+0.8%

11月標普/Case-Shiller未經季節調整房價指數月率。預測+0.1%。前值+0.1%

11月標普/Case-Shiller房價指數年率。預測+5.7%。前值+5.5%

1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前值54.0

1月Marki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4.0。前值54.3

1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96.5。前值96.5

1月里奇蒙聯儲綜合指數。前值正6

1月里奇蒙聯儲服務業指數。前值0

人行釋1.8萬億 債市有支持

寬鬆政策傾向 打壓歐元走勢
迎來本月的最後一周，將有多個主要央行利率決議

先後公佈：包括美聯儲、日本央行、新西蘭聯儲的利
率決議。此外，美國、英國、法國亦將公佈國內生產
總值(GDP)數據，亦會有美國的綜合和服務業採購經
理指數(PMI)等數據。由於美國近期經濟數據放緩，加
上全球經濟增長復甦緩慢，市場對美聯儲本周政策聲
明內容也是分外關注。儘管沒有美聯儲主席耶倫新聞
發佈會，但政策聲明可能表明美聯儲政策決策者第一
次正式對美國經濟增速和通脹預期信心作出回應。市
場大部分投資者預期美聯儲可能在加息路徑上作出很
長停留。
歐洲方面，歐洲央行暗示將可能在3月會議上進一
步放鬆貨幣政策，周五日將公佈的歐元區1月消費者
物價初值應能提供更多線索。1月物價預計將同比上
漲0.4%，可不少分析師認為，歐元區通脹率將很快降
至負值。
美元上周五上漲，受助於歐洲和日本央行採取更多

寬鬆貨幣政策的預期增強，以及全球股市和油價的
反彈重燃市場風險意願。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CFTC)上周五公佈的資料顯示，1月19日當周匯市
投機客連續第四周削減美元多頭押注，使得淨多倉降
至10月末以來最低水平。1月19日當周，美元淨多倉
總值減至250.3億美元，這是連續第三周淨多倉低於
300億美元。前一周的美元淨多倉為252.9億美元。

1.07美元為短線支持
技術圖表走勢而言，自去年10月15日高位1.1495
到12月3日低位1.0538，累計跌幅957點，12月上旬

歐元回彈，至12月15日高位觸及1.1059，接近收服
了此前的半數跌幅，但同時亦受限100天平均線，其
後就在 1.08 上方窄幅爭持。預計較近阻力先看
1.0950；100天平均線1.0990水平仍是重要阻力參
考，倘若後市歐元終可進一步跨過此區，才有望延續
反彈勢頭，上望目標將指向1.1130，為61.8%的反
彈水平，下一級將看至1.12及1.1390。較大支持位則
會留意年初守穩的1.07水平，關鍵支撐預估在1.06及
1.05水平。

日盛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鄭易芸
表示，人民銀行自2014年11月以來共降息
了六次，寬鬆的貨幣環境也為中國高收益
債增添吸引力，觀察去年主要高收益債指
數表現，HSBC中國高收益債指數表現達
5.67%，表現僅次於JACI亞高收益債券指
數的5.82%，人行今年以來不斷透過金融工
具釋放資金，以維持市場資金寬鬆，可望
為中國債市提供支撐力。

房價回升有利房產債
鄭易芸指出，中國統計局發佈的
12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
格統計，12月份房價環比繼續上
漲，同比漲幅繼續擴大；此外，
中國 2015 年商品房銷售超
2014年水平，主要城市12
月銷售回升明顯，銷售回
升有利於房企回籠資金，
更有助於房地產市場供
給側改革的進行，而12
月百城住宅均價再創年內
新高，將支撐中國房產債
走勢，提供中國高收債券有

力支援，後市不看淡。
此外，宏利亞太中小企業基金
經理人龔曉薇指出，影響亞股首
重美國經濟狀況與亞洲貨幣。預
期2016年美元將維持強勢，亞幣
貶值程度觀乎人民幣，目前政府
貶值態度加上資本外流下恐呈現
競貶。在此狀況下，龔曉薇指
出，全球央行貨幣政策將持續分
歧，新興亞洲多數還可能降息，
或維持低利率一段時間，整體資
金環境寬鬆仍有利2016年股市，
且將較2015年來的強勢，惟投資
人信心低迷且全球經濟仍疲軟，
市場波動還是較震盪，將更注意
流動性風險。她預期東北亞的表
現仍續強，看好非必需品消費品、生物科
技醫療及工業板塊，低的東南亞在外資流
出緩和後及政府政策出台下有跌深反彈契
機，看好基礎建設題材。

維持低息 亞股料勝去年
展望2016年第一季，特別還需重視聯儲

局態度及中國股匯影響，龔曉薇認為，美

國進入加息循環符合市場預期步調，惟人
民幣走勢及中國股市表現恐增加市場波動
性。區域經濟復甦表現不一，預期央行動
作繼續分歧，歐洲及多數亞洲仍維持低利
率一段時間，待市場信心穩定資金環境面
有利亞洲小型股。在企業獲利緩步上調、
評價面仍偏低檔下，龔曉薇認為整體2016
年亞股表現將較去年來的佳。

今年截至本月21
日，中國人民銀行
為緩解市場流動
性，已動用逆回
購、MLF、SLO 等
工具共釋放1.8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
為了緩解春節前流
動性壓力，實現淨
投 放 近 1.5 萬 億
元，有替代降準作
用的含義，對穩定
市場預期和利率，
將起到積極的
作用，對於
債市更具有
一定支撐效
力。
■日盛投信

人行近期投放資金操作細項
日期 措施 金額(人民幣)

1月14日 7天期逆回購 1,600億元
1月15日 6個月期MLF操作 1,000億元
1月18日 3天期SLO操作 550億元
1月19日 逆回購操作 1,550億元

財政部、人行國庫現金定存 800億元
MLF操作 4,100億元

1月20日 6天期SLO操作 1,500億元
1月21日 逆回購操作 4,000億元

MLF操作 3,525億元
合計投放18,625億元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MLF(中期借貸便利)、SLO(短
期流動性工具)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馮強金匯 動向

英鎊上周四在1.4080美元水平獲得較大
支持後迅速反彈，先後重上1.41及1.42美
元水平，上周五更一度向上逼近1.4365美
元附近一周高位；本周初走勢偏軟，受制
1.4310美元阻力後反覆回落至1.4235美元
水平。英鎊上周從1.4080美元水平約七年
低位急速反彈至1.43美元，主要是歐洲央
行行長德拉吉暗示將於3月採取進一步寬鬆
行動，消息引致歐元急跌，帶動歐元兌英
鎊交叉匯價從0.77水平反覆回落至0.75水
平，對英鎊構成支持。
另一方面，英國國家統計局上周五公佈
12月零售銷售值按年下跌1%，按月下跌
1.4%，數據大幅遜於11月的表現，限制英
鎊反彈幅度，暫時未能持穩1.43美元水
平。此外，Markit上周五公佈1月份歐元區
綜合PMI回落至53.5，低於12月的54.3，
而且本周初公佈的1月份德國Ifo指數又顯
著下降至107.3的去年2月以來低點，反映
歐元區經濟今年初有放緩傾向，不利歐元
表現，而歐元的偏弱表現將對英鎊走勢構
成拖累，不過美國聯儲局本周三晚公佈會
議結果前，不排除部分投資者傾向逢低回
補英鎊空倉，限制英鎊跌幅，令英鎊現階
段有機會處於橫行走勢。預料英鎊將暫時
走動於1.4130至1.4330美元之間。

基金持倉大增 金價撲1,115美元
現貨金價本周初走勢偏強，在1,097美元附近獲得
較大支持後向上衝破1,100美元關位，並一度反覆走
高至1,106美元附近，收復上周五所有跌幅。美國商
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佈截至1月19日當周，對沖基金
及基金經理持有的黃金淨長倉數量上升114%至1,934
張，淨長倉數量持續回升，再加上布蘭特及紐約期油
本周初仍能守穩每桶30美元水平，均有助金價短期表
現。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11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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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料於1.4130至1.4330美元之間爭持。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11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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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香港及內地資本巿場波動，資金積極
尋求出路，「一帶一路」成為市場焦點，俄
羅斯更是有關路線圖的重要一環。實德金融
計劃於今年第一季推出首個與俄羅斯大型銀
行合作的基金項目，俄羅斯副總理德沃爾科
維奇(Arkady Dvorkovich)1 月 18日來港出席
「亞洲金融論壇」期間亦特意撥冗與實德金
融管理層會面交流。
實德金融旗下實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實德
資產管理)成功與俄羅斯大型銀行Raiffeisen
Capital 及俄羅斯官方機構國際發展創新中心
(ICDI)達成合作協議，推出首個與香港金融機
構合作的投資基金RC Success Alpha Fund。
該項基金由實德資產管理擔任投資經理，
Raiffeisen Capital 為投資顧問，將針對專業投
資者的離岸私募基金，目標資產約為2億美

元。實德金融行政總裁陳柏楠表示：「集團
一向緊密留意國際市場走勢，這次成功引入
首個港俄聯合管理的基金項目，期望為投資
者開拓有潛力的投資工具，應付多變的市場
環境。」

■香港科技園過往舉辦的活動盛況

■責任編輯：王藝霖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華中師範大學香港研究生
教學點 2015—2016 年度開
學典禮暨大中華文化論壇於
1月16日假宜必思香港中上
環酒店舉行。華中師範大學
校長楊宗凱一行蒞臨現場參
加開學典禮暨大中華論壇。
出席本次儀式的嘉賓有中

聯辦教科部副巡視員張總明，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總裁朱華，大公報副
社長、執行總編輯李大宏，香港理工大學副校長唐仕恆等。典禮上，學
院管理層和重要嘉賓分別上台致辭，向各位新生表示歡迎和祝賀。
此次同場舉辦的大中華文化論壇由中國文化院執行董事、華中師範大

學香港校友會常務副會長吳建芳擔任主持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
研究所所長朱英教授、文學院戴建業教授、教育學院陳佑清教授和鳳凰
衛視資深評論員李煒圍繞「『一帶一路』戰略與多元文化的傳播」這一
主題發表精彩演講。

美聯新推出的「美聯筍盤APP」安裝量節節上
升，「估筍盤送50萬首期」的遊戲更成為全

城熱話，奠定了美聯的未來革新工程藍圖。為提升
「O2O」帶動生意、被動轉主動出擊，以及優化樓
盤資料庫，美聯管理層欣然宣佈升任市場部董事陳
婉嫺為首席市場策略官。為全力策動革新工程，在
現有的客戶服務、公關及廣告三大範疇的基礎上，
她將管理新成立的數碼業務發展及營運部、房地產
數據及研究中心，冀能以其深厚的市場推廣、廣告
創作及客戶服務等全方位跨媒體經驗，結合「互聯
網+」、大數據及創新科技共融優勢，拓展業務商
機，全面提升客戶體驗，建構「No. 1 線上平
台」。

新成立的數碼業務發展及營運部，將由新聘的梁
文堅出任數碼策略總監，帶領現時網頁及手機App的
專才組成全新團隊。梁文堅於90年代已投身資訊科
技行業，是本地互聯網界的先鋒人物，曾於多家知名
科網企業及傳播媒體出任要職，並獲香港市務互動商
會頒發「Digital Marketer 2014」個人成就獎，貢獻
深獲業界肯定。
為強化企業電子化發展，現有的資訊科技部將繼

續專注企業系統發展及業務營運的電子化工作，集中
推動集團營運效益及速度。房地產數據及研究中心則
由首席分析師劉嘉輝帶領，查冊資訊經理戴寶華將歸
入旗下，透過整合及分析龐大的地產數據與資料，全
方位提升客戶體驗及銷售資源。

2015年度「Go Code 程式小先鋒」畢業典禮於
1月16日假奧海城舉行，信和集團執行董事黃永
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常任秘書長譚贛
蘭，香港城市大學教育及精進教育處處長鄭淑嫻
教授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擔任主
禮嘉賓。110多位程式小先鋒及其家長出席典
禮，典禮中主禮嘉賓鼓勵一眾畢業學員繼續裝備
自己，力爭上游。
2015年度該計劃透過10多間社福機構和學校，

招募小4至小6學生；超過300名學員在2015年4
月至11月期間參加課程，學習基礎電腦應用程式
編寫工具，製作配合日常生活需要及考驗反應的
遊戲等手機應用程式。課程40多名導師均由香港
城市大學應用程式實驗室培訓的城大學生擔任；
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有機上網則分別為課程提
供社區網絡和項目統籌方面的支援。

「Go Code 程式小先鋒」畢業 華中師大香港開學典禮暨大中華文化論壇隆重舉行實德金融與俄羅斯銀行攜手推出首個聯合管理基金

■到場嘉賓與學院領導合影。

■俄羅斯副總理德沃爾科維奇(左三)與實德資
產管理執行董事、首席投資官黎銳斌(左二)會
面交流。

美聯集團策動
「互聯網+」革新工程

創新科技風潮席捲全

球，「互聯網+」及客戶體

驗仍為牽動企業成功發展

兩大主軸。美聯集團為引

領代理行業邁進新時代，

今年將大力拓展線上平台

業務，透過提升即時互動

及個人化服務，全方位優

化客戶體驗。

猴年將至，香港科技園公司特意於1月28日至2月2日在科學
園內舉辦「!dea Mart 新春特別篇:市集X音樂」，邀請了不

同的設計單位及各界創意手作人，跟大家分享他們的創作及手工
藝，讓創新意念傳承下去。當中創意市集有超過30個攤檔，售賣
各種手工物品，包括手作雜貨、手工皂、手做曲奇、香薰產品、
陶藝產品、各國手工製品及賀年應節食品等。
此外，周末更設有趣味科學工作坊，讓小朋友可創造自己的
DIY科學小玩意，亦可從中認識各種應用科技，如環保及替代能
源，以及動力及振動等。活動期間，現場更設有繽紛好玩的充氣
滑梯及彈床。小朋友在玩樂之餘，同時可感受及學習基本的力學
原理，相信必定會樂而忘返。為了讓節日增添濃厚氣氛，香港科
技園還邀請黃大仙中樂團表演中樂演奏，與大家歡度新春。

香港科技園呈獻
!dea Mart新春特別篇：市集X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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