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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增長強 科技基金升級

英鎊壓力未消 下試1.30關
英國脫歐帶來金融市場的震盪，幾乎可肯定美聯

儲7月將保持利率不變，外界估計美聯儲年內最多加
息一次，時間將會在9月或12月的議息會議。上周
在市場避險升溫下，推高美匯價格。目前風險規避
局面正盛，全球增長遲緩的情況下，日圓是典型的
防禦性貨幣。美元兌日圓周一在102水平下方徘徊，
上周曾一度低見99.08，有傳日本央行在匯價突破
100關口後曾出手干預匯市，但消息未獲證實。日圓
漲勢促使日本央行周一召開緊急會議，以制定一項
應對日圓升值的戰略，這或許正意味着日本央行將
會干預匯市。

下一場金融危機點燃
隨着上周英國公投落幕，下一場金融危機的導火

索或已點燃。上周五當全球都在遭受英國脫歐衝擊
時，某些歐洲市場的情況，要比身處風暴中心的英
國還要差得多。從上周五的行情就可以發現，西班
牙和意大利股市跌幅達到兩位數，甚至超過英國，
被視為全球表現最差的市場，這也暗示了未來風險

爆發的所在地。在日本方面，市場關注本周日本央
行短觀製造業報告，若報告證實日本經濟和通縮惡
化的話，不排除日本央行會推出進一步擴大刺激經
濟措施，這或會限制日圓的潛在升幅。
圖表走勢所見，上周早段美元兌日圓大致在
103.50獲見支撐，直至周五失守，估計此區將視為
首個阻力參考，較大阻力料為105及106.50，至於
108則會是關鍵，後市需跨過此區才可望美元有重新
回穩的契機。至於下試支持料在100及99水平，下
一級則重探2013年10月25日低位96.92。
英鎊兌美元上周五陷入有史以來最為激烈的震盪

走勢，且創下1985年廣場協議以來最低水平，跌見
至 1.3224，此前在開盤早段曾觸及年內高位
1.5018；延至本周一更進一步挫低至1.3181。圖表走
勢，此前幾日的漲勢，帶動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
數進入超買區域，但隨着周五匯價急挫，這兩指標
均雙雙回落，預料英鎊短期走向仍會承壓，下方支
持見於1.31及1.30關口，較大支持在1.2920水平。
向上阻力料為1.3350及1.35水平。

全球半導體看好物聯網未來增長
性，市場分析師預測，整體物聯網產
品數量在2020年將高達逾300億個，

創造出下一波半導體市場需求
增長。全球手機晶片龍頭高通
表示，物聯網及5G崛起，將
掀起科技革命，未來幾年將
進入物聯網時代，並擴及智

慧城市、工業、醫
療、汽車等領域。此
外，台灣推動五大創
新產業，其中亞洲
矽谷計劃中的ICT
產業即以物聯網為
軸心，發展創新應

用。
根據統計，在台灣，今年來至少有

復華全球物聯網科技、富邦 NAS-
DAQ-100ETF、第一金全球機器人及
自動化產業、統一全球新科技等四隻
全球科技主題基金問世，產業佈局多
集中在工業4.0及機器人、智能醫療、
智能城市、自動駕駛、新能源車、雲
端計算與大數據等產業。

物聯網料有20年黃金期
復華全球物聯網科技基金經理人黃

壬信表示，物聯網發展仍有20年黃金
期，未來相關產業增長性強，而且不
只有提供物聯網裝置的公司受惠，更

大的贏家將是利用物聯網技術改變商
業模式的企業，使得商業應用創新成
為物聯網投資核心。
黃壬信認為，隨着行動網路科技發

展純熟，開始邁向裝置整合、朝向萬
物聯網的腳步邁進。

跨產業應用提升消費
他指出，預測跨產業的物聯網裝置

數量將成為主導企業應用物聯網的關
鍵，消費性應用則是未來驅動物聯網
市場的主要動力來源之一。

世界銀行預計，2025年全球GDP達99.5萬億美元，物聯網
將佔全球經濟的11%，隨着物聯網產業增長性持續看好，帶
動全球科技基金逐步擺脫消費性電子範疇，轉聚焦新創科技
應用，鎖定工業4.0等投資主題。 ■復華投信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馮強金匯 動向

避
險
買
盤
高
漲
日
圓
續
偏
強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跌穿100.00關位。
金價：現貨金價將走高至1,350美元水平。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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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進口物價月率。預測+ 0.7%。前
值-0.1%；年率。預測-5.8%。前值-6.6%
6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97。前值98
6月商業信心指數。前值102.1
6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前值112.7
6月工業聯盟（CBI）零售銷售差值。前值正7
第1季商業獲利修訂。前值+0.6%
第1季GDP按季年率終值。預測+1.0%。前值+0.8%
第1季最終銷售終值。前值+1.0%
第1季消費者支出終值。前值+1.9%
第1季GDP平減指數終值。預測+0.6%。前值+0.6%
第1季PCE物價指數終值。預測+0.3%。前值+0.3%
第1季核心PCE物價指數終值。預測+
2.1%。前值+2.1%
上周紅皮書連鎖店銷售月率；年率。
4月經季調房價指數月率*。預測+0.6%。前值+0.9%
4月未經季節調整房價指數月率*。前值+0.9%
4月房價指數年率*。預測+5.5%。前值+5.4%
6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93.1/93.3。前值92.6
6月里奇蒙聯儲銀行綜合製造業指數。前值負1

美元兌日圓上周五早段受制106.80阻力
後大幅下跌，一度短暫跌穿99水平，其後
略為反彈，尾段重上102水平，本周初大部
分時間處於101.50至102.50水平之間。英
國公投脫離歐盟，投資者避險情緒高漲，
日圓上周五呈現急升。雖然歐盟官員表示
英國應開始脫歐進程，但英國財政大臣歐
思邦以及倫敦前市長約翰遜均傾向不急於
啟動脫歐程序，再加上英國首相卡梅倫10
月離職，繼任人還未選定，市場不確定英
國政府何時正式與歐盟進行脫歐磋商。隨
着投資者觀望英國央行與其他主要央行是
否推出措施以穩定市場，日經平均指數本
周一反彈2.39%，日圓升勢稍為放緩。
日圓匯價經過連續多月反覆攀升，現階段
正處於兩年多以來高位，日本短期將難以扭
轉出口下跌的趨勢之外，日圓大幅升值，將
對旅遊業構成負面，不利日本國際收支，不
排除下半年的經常賬盈餘將逐漸下降。此
外，日圓升值不利日本經濟，日本7月10日
舉行參議院選舉後，日本央行有機會在7月
29日會議後作出寬鬆行動，不過脫歐公投令
市場對英國以及歐盟的政治及經濟前景充滿
不確定性，將繼續有利日圓短期表現，預料
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跌穿100.00關位。

美難加息 金價邁向1350
上周五紐約8月期金收報1,322.40美元，較上日升
59.3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五受制1,358美元水平後
曾遇到回吐壓力，不過迅速在1,306至1,308美元之
間尋得支持，回落幅度沒有過於擴大，本周初大部
分時間處於1,318至1,335美元之間。英國脫歐消息
引致全球金融動盪，美國道指上周五急跌3.39%，
美國聯儲局對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抱有戒心，將降
低聯儲局今年加息機會，有助金價表現，預料現貨
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50美元水平。

■■物聯網能實現智能家居物聯網能實現智能家居、、風扇風扇、、電燈電燈
能夠按要求遠程開能夠按要求遠程開、、關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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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價港幣$899 5折
(原價港幣$1,799)

優惠價港幣$880 6.9折
(原價港幣$1,280)

優惠價港幣$448 9折
(原價港幣$498)

優惠價港幣$1,398 7折
(原價港幣$1,998)

優惠價港幣$279 7折
(原價港幣$399)

優惠價港幣$4,388 7.7折
(原價港幣$5,688)

優惠價港幣$5,088 8折
(原價港幣$6,388)

港幣$3,880
港幣$4,480

港幣$4,880

炎炎夏日，計劃出遊又擔心舟車勞頓，來香港吧！
觀光、美食、娛樂、購物點集中，最適合與家

人、閨密來個週末短遊。受地利之便，在香港能買到來
自世界各地，種類最豐富、最齊全又新穎的商品，除了
蘋果iphone、ipad，近期最火的索尼Xperia X系列手
機、XBOX遊戲機、佳能相機，還有美女潮男必備的
日立離子美顏機、博朗電動刮鬍刀，都是潮人鎖定的購
物清單。
香港蘇寧門店遍佈港九新界，提供品牌齊全、種類繁
多、質量有保障的正版商品，專業服務人員能貼合您的
需求推薦適合的產品，不用擔心買錯受騙。配合7.1回
歸假期，更推出「夏日熱搶」限時優惠：由6月29日至

7月3日，三星Note 5手機、聯想平版電腦、魔聲耳機
等超過20款精選熱門商品低至5折，此外，今夏蘇寧與
迪士尼「海底總動員2：多莉去哪兒」聯乘，展開
『SUM海禮遇』推廣活動–凡購買指定產品，即可獲
贈/換購一系列「海底總動員2」的獨家精品。親們！
這麼超值的優惠，還需要猶豫嗎？立馬來香港蘇寧搶購
吧！
◆香港蘇寧貼心服務：在異地購買電器，最擔心產品
過了原廠保修期之後的保養維修，香港蘇寧提供兩地延
長保養服務，購買此服務可延長原廠代理的優質保養，
即使身處內地，也不需擔心保養維修無門。（有關延長
保養服務計劃內容及保障範圍，可向店員查詢）

香港蘇寧「夏日熱搶」5折優惠
2016年6月29日至7月3日

夏日熱搶 限時優惠
聯想LENOVO平板電腦
IDEA TAB2 A7-30 59-435928

富士FUJIFILM INSTAX MINI 25
VALUE PACK套裝(藍色/粉紅色/白色)

飛利浦PHILIPS 電動牙刷
HX6231

LG智能手機
G4 STYLUS

魔聲MONSTER入耳式耳機連麥克風
133262

三星SAMSUNG智能手機
GALAXY NOTE 5
32GB (玫瑰金色/金色/銀色)

64GB (金色)

華為HUAWEI 智能手機
P9標準版 (月光銀/太空灰)
P9 加強版 (流光金)

華為HUAWEI 智能手機
P9 PLUS琥珀金

蘇寧X海底總動員2
「SUM海禮遇」

獨家精品

條款及細則

查詢電話

- 夏日熱搶」推廣日期由2016年6月29日至7月3日；
夏季推廣活動『SUM海禮遇』，推廣日期由2016年6月27日至10月31日。

- 以上優惠產品於香港蘇寧全線分店有售，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 以上優惠產品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詳情請向店員查詢。
- 以上圖片及產品數據只供參考，一切以代理商提供為準。
- 若優惠內容及相關條款細則有所更改，香港蘇寧雲商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
不作另行通知。本公司保留此推廣優惠之分歧及糾紛的最終決定權。

+852 2388 0116
（更多精選產品http://www.cnsuning.com.hk/landing2016/71_landing.html，詳情可向店員查詢） （客戶提供）

特別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