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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報對辦 醫療基金可留意

歐元爭持 醞釀單邊走勢
歐元兌美元周一再度下行至1.11水平。上

周，歐洲央行下調所有三大利率並擴大資產購
買規模，但央行總裁德拉吉隨後暗示將來不會
進一步降息，削弱了新舉措的刺激效應。德拉
吉講話後行情逆轉，歐元兌美元從六周低位反
彈至三周高位1.1217。

1.0820為回落支持位
從技術走勢而言，雖然上周的走勢反覆，但

綜觀過去幾個月走勢，依然是處於收窄待變階
段，去年三月低位1.0456，十二月低位1.0538，
到今年一月低位1.0709；至於高位由去年八月
1.1711到十月1.1495，以至一月高位1.1375，可
見整體幅度正逐漸收窄，同時亦醞釀着可能即
將爆發新一段單邊行情。歐元周四碰及的1.0820
非常接近3月2日低位1.0823，預料此區將視為
重要支撐，倘若進一步更跌破1.07，料歐元將開
展新一輪跌勢。至於目前較近支持預估在1.10
水平。至於上方的關鍵仍會矚目於1.12水平，

在兩日均見受制後，倘若仍可在後市闖過此
區，料可探試年內高位1.1375，之後較重要阻力
預估為1.15水平。

關注日央行負利率
日本央行政策委員會本周料將討論是否允許

900億美元短期資金免於實施負利率。日本央行
行長黑田東彥本月稍早表示，目前沒有考慮進
一步降低負利率。但如果日本央行半年度經濟
展望報告顯示經濟增長與CPI預測被調低，則可
能提升加碼QQE的機率。日本4月份發佈半年
度經濟展望報告。近期數據顯示日本經濟疲
軟，日圓升值緩解了進口成本上升壓力，或阻
礙日本央行2%通脹目標的實現，並可能促使其
在近期改變政策立場。
美元兌日圓走勢，過去一個月的走勢大致陷

於111至115區間爭持，即市較近阻力可參考25
天平均線，在上周多日力試亦未可突破，目前
25線處於113.50，若然後市可跨過此區，將提
升突破近月區間頂部的幾率。估計其後較大的
延伸阻力可至50天平均線116.10及119水平。
至於向下111這個水平則份外關鍵，測試着央行
的容忍底線，一旦涉足111下方，可能會觸發日
圓淡倉的止損盤，並將目標指向110關口，此區
為黃金比率61.8%的回調水平。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至於道瓊歐洲600財報，約59%的公司營收優於預
期，醫療保健同樣表現不俗，有77%企業營收優於預
期，居十大類產業的優等生，但盈利表現，則不如美國
醫療保健產業。

美醫保77%企業勝預期
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基金經理人江宜虔分析，美國

總統參選人希拉里去年9月挑起藥價管控議題後，讓醫
療股價出現一波修正，但可視為市盈率修正，而非基本
面修正，目前全球股市可能重演2011到2012年區間震
盪走勢，對多數投資人而言，不論市場如何波動，拉長
持有醫療基金時間至2年以上，回報可期。
針對投資醫療保健產業，江宜虔建議，切莫偏食生
物科技、製藥業，而應兼顧醫療器材、醫療服務業，由
於醫療基金分散投資各次產業，下檔風險明顯較小，反

觀生科基金，績效常建立在未來新藥上市的營收
預期，但新藥能否核准充滿變數，這也讓生科基
金波動度始終高於醫療基金。

4次大選年 醫療產業表現佳
今年恰好是美國總統大選年，江宜虔指出，

回顧2000年開始的四次美國總統大選，標普500
醫療產業指數表現強勁，打敗整體標普500指數

的機率高達75%，從目前的政策傾向來看，共和黨若
勝選，製藥廠及生物科技公司將受惠；民主黨若勝選，
醫療服務類股可望迎來利好。

根據美國標準普爾500指
數成分股，已有99%的企業
公佈去年第四季財報，僅約
46%的公司營收優於預期，
低於歷史均值60%，其中，
又以醫療保健、資訊科技類
股營收及盈利表現名列前
茅，保德信投信預期，
醫療保健類股基本面穩
健，新藥審核、研發仍
可帶動盈利增長，今年
盈利有望逐季好轉，
從評價面來看，醫
療基金投資價值
已經浮現。

■保德信投信

馮 強金匯 動向

澳元上周初在73.95美仙水平獲得較大支持
後持續偏強，周三衝破75.00美仙關位，周五
升勢轉急，本周初更一度向上逼近75.95美仙
附近8個月高位。雖然布蘭特期油本周初未能
持穩每桶40美元水平之際，澳元跟隨油價下
跌，並迅速遭遇到沉重獲利沽壓，不過稍後在
75.20美仙附近尋獲支持後逐漸反彈，重上
75.50美仙水平，回落幅度未有過於擴大。澳洲
央行本周二將公佈3月份會議記錄，不過投資
者較為關注澳洲統計局本周四公佈的2月份就
業數據，若果數據好於1月份表現，有助首季
經濟，則預期澳元將續有反覆上行空間。
澳元兌紐元交叉匯價上周初持穩1.0890水平
後持續轉強，上周四更一度上揚至1.1285附近
5個多月來高位，而新西蘭央行上周四減息
後，將繼續有助澳元兌紐元表現，有利澳元走
勢。市場關注日本央行本周二政策會議是否會
跟隨歐洲央行作出進一步減息行動之際，澳元
兌日圓交叉匯價本周初曾走高至86.40附近兩
個多月來高位，顯示主要央行的負利率措施將
引致部分資金流向較高息的商品貨幣，再加上
澳洲央行近期沒有急於寬鬆其貨幣政策的傾
向，預料澳元將反覆走高至76.50美仙水平。

金價回吐幅度不大
現貨金價上周五顯著遇到獲利沽壓，從1,283
美元附近急速回落至1,248美元水平後，本周初
走勢偏穩，大部分時間處於1,250至1,261美元
之間。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佈截至3月8
日當周，對沖基金及基金經理持有的黃金淨長倉
數量大幅上升21%至148,266張，顯示市場氣氛

依然利好金價，部分投資者繼續傾向逢低吸納，限制金價
回落幅度。若果美國聯儲局本周四凌晨的會後聲明一旦偏
向溫和，則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28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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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走高至76.5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280美元水平。

標普500財報勝預期公司數目比例
產業

資訊科技
醫療保健
金融
非必需消費
核心消費
電信服務
工業
能源
原物料
公用事業
全部證券

資料來源：彭博，統計至2016年3月11日，保德信

投信整理。

營收

64.2%
58.9%
58.4%
43.6%
43.2%
40.0%
36.9%
30.0%
25.9%
17.2%
46.2%

盈利

88.1%
80.0%
71.1%
73.1%
70.6%
40.0%
73.0%
70.0%
81.5%
66.7%
74.8%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12:30

15:45

17:00

18:00

20:30

21:55

22:00
22:00
註：CPI：消費者物價指數；HICP：消費者物價

調和指數；PPI：生產者物價指數

日本

法國

意大利

歐元區

美國

美國

美國
全美

1月工業生產修訂。前值+3.7%

2月HICP月率終值。預測+0.3%。前值-1.1%；
年率終值。預測-0.1%。前值+0.3%

2月CPI月率終值。預測-0.2%。前值-0.2%；
年率終值。預測-0.3%。前值-0.3%

2月HICP月率終值。預測-0.4%。前值-0.4%；
年率終值。預測-0.2%。前值-0.2%

第4季就業人口季率。前值+0.3%；
年率。前值+1.1%

3月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製造業指數。
預測負10.00。前值負16.64

2月PPI最終需求年率。預測+0.1%。前值-0.2%；
最終需求月率。預測-0.2%。前值+0.1%

2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持平/-0.1%。前值+0.2%

2月扣除汽車的零售銷售月率。預
測+0.1%/-0.2%。前值+0.1%

上周紅皮書連鎖店銷售月率。前值+
2.9%；年率。前值+0.7%

1月商業庫存月率。預測-0.1%/持平。前值+0.1%
3月住宅建築商協會房屋市場指數。預測59。前值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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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設綜合保稅區
據統計，寧波市2015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8,011.5億元人民幣，增長8%，實現自營進出口
總值1,004億美元左右，連續3年突破千億美元。
去年寧波舟山港集團掛牌，標誌着基本實現了以
資產為紐帶的實質性一體化。寧波舟山港集裝箱
吞吐量達到2,063萬標箱，首次超過香港港，成
為全球排名第四位的集裝箱港口。
此外，全球最大班輪公司A.P.穆勒—馬士基有

限公司日前與寧波舟山港集團有限公司簽訂深化
全面戰略合作協議，未來把寧波舟山港作為馬士
基航運在東北亞的重要中轉分撥中心，並設立馬
士基在寧波舟山港的物流基地，加強國際和國內
碼頭項目的合資合作。
2016年寧波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後五年，
寧波要加快構築「一圈三中心」，深度融入「一
帶一路」、長江經濟帶戰略，加快構建義甬舟開

放大通道，規劃建設梅山新區，建設跨境電子商
務綜合試驗區，爭設綜合保稅區、自由貿易港區
和國家臨空經濟示範區。到2020年，寧波舟山港
集裝箱吞吐量達到2,600萬標箱以上。

冀外貿進出口總額超1200億美元
目前，寧波出口佔全國出口總額比重達到

3.14%。在寧波編制的「十三五」規劃中提到，
到2020年寧波將基本形成更具國際影響力的港口
經濟圈和製造業創新中心、經貿合作交流中心、
港航物流服務中心。寧波舟山港國際樞紐功能顯
著增強，配置全球資源要素的能力大幅提升，覆
蓋長三角、輻射長江經濟帶、服務「一帶一路」
的港口經濟圈帶動作用進一步顯現。
同時，智能物流、航運交易、航運金融、航運

保險、船舶綜合服務等能力進一步提升，國內外
航運高端資源加快集聚，港口後服務業加快發
展，港航物流服務體系更趨完善。2016年寧波政

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寧
波也將優化開放合作制
度環境，擴大國際人文
交流合作，提高城市開
放度和國際影響力，打
造多式聯運國際樞紐，
共同建設江海聯運服務
中心，推進滬嘉甬跨海
通道等項目，加快建設
「海甬歐」貿易物流通
道和寧波—華東地區集
裝箱海鐵聯運示範通
道，到2020年，外貿進
出口總額超過 1,200 億
美元。

寧波舟山港未來5年吞吐量超2600萬標箱
2016年寧波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未來5年，寧波將加快構築港口經濟圈、經貿

合作交流中心、港航物流服務中心和製造業創新中心（簡稱「一圈三中心」），到

2020年，寧波舟山港集裝箱吞吐量達到2,600萬標箱以上，外貿進出口總額超過

1,200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施倩寧波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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