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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流入 亞股仍吸睛

觀望非農 料鞏固美元升勢
美元兌日圓周一上漲，延續着上

周的強勢。美元上周有所反彈，因美
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官員發表一
系列支持更多升息次數的講話。這種
觀點扶助美元回穩；此前美聯儲將今
年加息次數的預期降至兩次，美元因
此受挫。本周美國將公佈一系列經濟
指標，包括周五的非農就業崗位和製
造業PMI等，投資者可從中一窺美
國經濟是否強勁到足以承受數次加息
的影響。此外，美聯儲主席耶倫和副
主席杜德利的講話亦將受到關注，如
果他們發表強硬觀點，美元將獲得支
撐。不過，耶倫講話或許不會像其他
美聯儲官員近期評論那樣鷹派色彩，
可能比較貼近美聯儲日前政策會議傳
遞出的論調。耶倫於今日(周二)發表

講話，杜德利將於周四講話。
美元兌日圓周一升見 113.60 上

方，進一步脫離3月中跌至的17個月
低點110.65日圓。隨着過去一周多
的穩步回升，可引證着110至111區
域仍然是一個重要支撐區間，在2月
11 日及 2 月 24 日分別亦曾低見
110.98及110.04，之後均出現顯著反
彈，只是都不約而同受限於115這個
關口。整體而言，過去一個月美元兌
日圓的走勢然大致陷於111至115區
間爭持。目前25平均線處於113水
平，將視為較近支撐依據。至於若可
上破115關口，估計其後較大的延伸
阻力可至50天平均線116.20及118
水平。
油價重挫令加拿大經濟陷入輕微

衰退，加拿大央行去年曾兩度降息。
受訪的11位交易員中，給出預估的
10位交易員中僅一位預估央行下個
動作是降息。
技術走勢而言，自一月以來美元

兌加元的跌勢形成一下降趨向線位於

1.3190，在上周已見突破，若果匯價
持續位於此區上方，或會扭轉近兩個
月來的跌勢，較近阻力見於25天平
均線1.3315及1.35水平。支持位預
料在 1.30 及 1.29，去年 10 月低位
1.2827則為另一重要參考。

台股在這波反彈以來，外資扮演推升
指數上揚的要角。隨着指數漲多來到相對
高水平，加上美國聯儲局4月會議前，市
場氣氛將偏向觀望，預計台股將呈現高檔
區間震盪的走勢，建議以高股息股與趨勢
成長股兩大投資主軸，因應短線波動。
在低利率與負利率環境下，高股息股

因體質穩健且提供較佳收益率，因此受到
資金青睞。建議以獲利穩定、股利沒有衰
退、股息率達3%以上的優質公司為優先。
例如電信類股，可在不同景氣循環周期，
持續配發股息，股價波動也相對較低。至
於受惠政策與產業趨勢的成長股，未來二
到三年可穩定成長10%至20%，可在股
價拉回時，採取買進後持有的策略。汽車
電子、雲端伺服器、工業電腦、紡織等，
皆屬產能見度高與展望正向的族群，可逢
低分批佈局。

印度為上周最受捧市場
就基本面來看，不僅外匯準備具抵
禦外部衝擊能力，經常賬赤字也控制
在目標區間內。隨着油價維持相對
低水平，大幅減輕政府補貼負擔，政
府財政赤字的狀況已持續改善，政府
投資則持續進行，帶動原物料需求回

溫，更是驅動印度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2017新財政年度預
算規劃，以農村發展、農業灌溉等基礎建
設為重點，政策題材刺激下，近期房貸金
融、工業族群皆受到激勵。接下來可關注
4月選舉，若GST法案能順利通過，可望
提振外資信心，並對經濟實質發展帶來正
向貢獻。
韓國上周五公佈第四季GDP終值，由

初值3%上修至3.1%，基本面出現改善跡
象。鄭宇廷表示，隨着新興市場的景氣溫
和成長，有利韓國出口產業逐步回升，加
上中國FTA的政策下，韓國貿易有機會
走出昔日陰霾。內需消費也隨着個人信貸

與房屋貸款放寬，已持續復甦。此外，韓
國政府鼓勵企業提高股息配發率，目前配
發率為17.15%，預估到2019年可望提高
到30%，將增加外資的投資吸引力。
展望後市，近期美國升息的議題可
能會再度影響市場信心，加劇資金輪
動速度與波動程度，新興市場匯率走
勢亦須留意。建議透過股債平衡組合
基金擴大區域佈局，可因應市場狀況
靈活彈性調整，避免重押單一市場的
風險，債券部位亦不可偏廢，不僅可
提供收益來源，亦可作為下檔保護，
是掌握新興市場機會、降低風險的較
佳方式。

受到美國聯儲局部分
官員表示支持四月升息
影響，使得成熟市場股
市小幅修正，不過七大
亞股除了日本與泰國呈現
流出之外，其餘亞股仍持
續吸金。印度以淨流入
3.92億美元稱冠；連續
第八周吸金的台股，以
3.16億美元居次；韓股
則淨流入 2.57
億美元；印尼與
菲律賓分別小幅
流入0.23億美
元（見表）。

■安聯
投信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馮 強金匯 動向

美元兌加元上周初在1.3020附近獲得較大支持
後呈現反彈，重上1.31水平，上周四曾走高至1.3295
附近1周高位。紐約期油上周攀升至每桶41美元
水平3個多月高位後逐漸作出回吐，上周尾段一度
回落至38美元水平，帶動美元兌加元反彈。雖然
美國上周四公佈2月份耐用品訂單按月下跌2.8%，
明顯遜於1月份4.2%升幅，而2月份扣除飛機等非
國防資本耐用品訂單則按月下跌1.8%，弱於1月
份3.1%升幅，顯示美國企業的設備投資未能持續
偏強，不過部分美國聯儲局官員上周相繼發出支
持4月份加息的言論，增強市場對聯儲局提早在第
2季加息的預期，有助美元兌加元短期表現。
加拿大上周二公佈2016至2017年度財政預算，

預期有294億加元赤字，將加大發債規模之外，更
增加基礎建設開支，傾向在新財年提升0.5%經濟
增長，反映加拿大2月份失業率攀升至7.3%的3年
來高點之際，加拿大政府有意使用刺激經濟的財
政措施協助經濟增長，該因素將有助減輕通脹下
行壓力，並降低加拿大央行往後的減息機會。隨
着市場對美元加息預期升溫，美國上周五又把第
4季經濟增長年率上修至1.4%，若果美國本周初公
佈的2月份消費者支出進一步好轉，則預料美元兌
加元將反覆走高至1.3380水平。

美元偏強金價料回試1200關
上周四紐約4月期金收報1,221.60美元，較上日

下跌2.40美元。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佈截
至3月22日當周，對沖基金及基金經理持有的黃
金淨長倉數量回升10%至161,610張，不過美國第
4季經濟增長大幅上修，美元本周初走勢偏強，現
貨金價曾失守1,210美元水平，進一步延續上周的
反覆下行走勢，不利金價短期表現。預料現貨金
價將反覆下試1,200美元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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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柯橋紡織指數」20160328期紡織品價格指數收報
於103.92點，環比下跌0.03%，較年初下跌0.14%，同比上漲
0.52%。
　　中國輕紡城春市成交震盪回縮，其中：原料市場行情小幅下
跌，坯布市場價量明顯推升，服裝面料市場布匹價量小幅下跌，
家紡類面料成交微幅上漲，輔料行情明顯下跌。

一、原料小幅下跌，滌綸小跌紗線滯暢互現
　　據監測，本期原料價格指數收報於79.77點，環比下跌
0.29%，較年初下跌0.67%，同比下跌5.04%。
1、聚酯原料支撐弱化，滌綸行情先穩後跌
	 　　本期滌綸原料價格指數小幅下跌，上游聚酯原料支撐弱

化，江浙聚酯工廠滌絲庫存逐漸上升，蕭紹地區滌絲市場觀
望氣氛漸濃，對後期有看淡預期，滌絲價格走勢呈現先穩後
跌的態勢，滌絲市場成交量較前期有所下降；FDY市場總體
觀望仍濃，報價局部下滑，優惠出貨增多，大有光絲價格疲
軟整理，細旦絲整理；POY價格重心下跌，DTY市場繼續平
淡，優惠商談出貨增加，DTY多孔絲行情平淡。下游需求不
足，滌短市場報價穩中偏弱，江浙1.4D直紡滌短市場主流
報7000—7200元/噸出廠，成交可商談。純滌紗市場穩中觀
望，江浙地區32S主流在11330元/噸左右，50S主流14500
元/噸左右。上游聚酯原料行情觀望整理，現華東地區PTA現
貨主流4500元/噸，MEG主流5400元/噸左右，聚酯切片市場
報價乏力整理，聚酯切片江浙地區半光切片現金或三月承兌
6000—6050元/噸左右。

2、純棉紗行情繼續低迷，人棉紗價格延續堅挺
	 　　近期蕭紹地區純棉紗行情淡勢繼續增濃，市場心態偏

淡，價格下跌，21S普梳紗主流17880元/噸，高配紗主流價
19000元/噸，32S普梳紗主流18890元/噸，40S高配紗主流
價21200元/噸左右。粘膠短纖市場漲勢趨於溫和，價格大
致平穩，高端市場產銷交投情況依舊向好，執行落實多在
14000元/噸，產銷尚可；中端總體交投情況一般，下游追漲
心態趨於謹慎，但大部分廠家仍有未執行合同，市場心態謹
慎偏多，中端商談重心13700—13800元/噸，部分中低端成
交在13500—13600元/噸。福建賽絡紡、緊賽人棉紗價格依
舊延續堅挺，紗廠訂單普遍超簽；賽絡紡40S市場報價商談
在21000—21300元/噸，緊賽40S在21800—22000元/噸；蕭
山環錠紡、氣流紡等人棉紗價格大致平穩，市場粗織紗走量
一般；環錠紡30S市場報價在18200—18500元/噸。

二、坯布行情攀升，價格明顯上漲
　　據監測，本期坯布價格指數收報於118.10點，環比上漲
1.44%，較年初上漲1.23%，同比上漲14.42%。
　　本期坯布類價格指數明顯上漲，整體坯布成交量前期明顯攀
升。其中：化纖坯布現貨成交和下單環比推升，價格指數呈明

顯上漲走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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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紡纖維坯布需求明顯回
升，價格指數漲幅較大，T/C滌棉紗卡坯布、T/R
滌粘仿毛坯布市場成交量環比上漲；拉動坯布類總
體價格指數明顯上漲。但天然纖維坯布需求環比回
落，相對制約了坯布總類價格指數的上漲幅度。

三、服裝面料需求回落，價格指數小幅下跌
　　據監測，本期服裝面料價格指數收報於116.48
點，環比下跌0.41%，較年初下跌0.47%，同比下
跌1.58%。
　　本期服裝面料類價格指數小幅下跌，因下游需
求環比回落，輕紡城傳統市場成交震盪回縮，國貿
區訂單局部顯現不足，因產業轉型升級，淘汰落
後產能，紹興市柯橋區印染行業升級整頓，訂單延
期。春季面料現貨成交環比回落，夏季薄型面料下
單不足，市場營銷顯現平淡態勢，其中：純棉面
料、滌綸面料、滌毛面料、滌錦面料、滌氨面料、
粘膠面料、錦綸面料、錦棉面料等現貨成交和訂單
發送環比回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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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紡成交微勢推升，價格指數微幅上漲
　　據監測，本期家紡類價格指數收報於100.63點，環比上漲
0.09%，較年初下跌0.13%，同比上漲0.60%。
　　本期家紡類價格指數微幅上漲。日用家紡成交明顯推升，
價格指數呈一定幅度上漲走勢；床上用品成交小幅回升，價
格指數呈小幅上漲走勢；窗簾成交略有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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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窗簾布成交略有回升，創新創意色澤花型面
料價量略顯上漲；拉動家紡總類價格指數微幅上漲。

五、市場需求繼續回落，輔料指數明顯下跌
　　據監測，本期服飾輔料類價格指數收報於128.34點，環比
下跌1.38%，較年初上漲0.98%，同比上漲6.59%。
　　本期服飾輔料價格指數明顯下跌，襯料類成交明顯回落，
價格指數跌幅較大；線繩類成交明顯回縮，價格指數呈一定幅
度下跌走勢；拉動服飾輔料總類價格指數明顯下跌。但服裝裡
料、帶類、花邊類成交環比回升，價格指數呈小幅上漲走勢；
相對制約了輔料總類價格指數的下跌幅度。

六、後市價格指數預測
　　預計下期輕紡城整體行情仍將呈震盪回縮走勢。因清明小
長假，各地客商有部分返鄉離場，春裝面料現貨成交局部震盪
回落，薄型夏裝面料下單局部仍顯不足，服飾生產企業訂單局
部有所回縮，預計後市成交將呈現震盪小跌走勢。

發布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編制單位：中國輕紡城建設管理委員會　	「中國．柯橋紡織指數」編制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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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品價格指數 商品分類	 價格指數	 環比	 年初比	 同比

總類	 103.92		 -0.03%↓	 -0.14%↓	 0.52%↑

原料類	 79.77		 -0.29%↓	 -0.67%↓	 -5.04%↓

坯布類	 118.10		 1.44%↑	 1.23%↑	 14.42%↑

服裝面料類	 116.48		 -0.41%↓	 -0.47%↓	 -1.58%↓

家紡類	 100.63		 0.09%↑	 -0.13%↓	 0.60%↑

服飾輔料類	 128.34	 -1.38%↓	 0.98%↑	 6.59%↑

20160328期
價格指數評析

	 春市成交震盪回縮
	 	 	 價格指數小幅下跌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高至1.338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下試1,200美元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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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3月28日-4月1日)
日期
29
30

31

1

註：#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美國
歐盟

德國
歐盟
美國

日本
美國

香港時間
11:00PM
6:00PM

3:00PM
6:00PM
9:30PM
9:45PM
7:50AM
9:30PM
9:30PM
11:00PM

報告
三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三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三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三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三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三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三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第一季短觀擴散指數

三月份失業率
三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二月份建築開支
三月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三月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預測
94.5
-
-
-
-
-

26.5萬
49.9
-

4.9%
+20.0萬
+0.2%
90.5
50.6

上次
92.2
103.8
-4.4
-8.8
0.0%
-0.2%
26.5萬
47.6
+12
4.9%

+24.2萬
+1.5%
90.0
49.5

亞股資金流向
時間 印度 印尼 日本 菲律賓 韓國 台灣 泰國

近一周 3.92 0.23 -60.74 0.23 2.57 3.16 -0.08

近一月 25.83 2.40 -211.97 1.99 30.83 42.05 4.26

今年以來 -2.88 3.78 -571.19 0.71 7.13 40.64 2.20

資料來源：Bloomberg、安聯投信整理。

註：日本截至3/18；印度截至3/22；菲律賓截至3/23；印尼截至3/

24；韓國、台灣、泰國截至3/25。 單位：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