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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有利 印度經濟續看好

加元三角型爭持 維持待破局面
周一公佈的數據顯示，英國公投退歐後，瑞士

央行已創下2015年1月以來最高外匯購買規模。
存放在瑞士央行的商業及其他存款從前周的
5,012.31億瑞郎增至5,075.14億瑞郎，暗示該央行
在市場上買入外匯後，記入儲蓄賬戶。瑞士央行
在使用負利率的同時，買入數量不詳的外匯，以
使瑞郎走貶同時保護瑞士對歐元區的出口；歐元
區是瑞士最大貿易夥伴。瑞士央行罕見地確認其
進行干預，以阻止英國公投決定脫歐後幾小時內
瑞郎升值。瑞士央行拒絕就其今後限制瑞郎升值
的策略置評。
技術走勢而言，由於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自

低位反彈，美元兌瑞郎或可望重現上升動力，即市
較近阻力可先留意250天平均線0.9810水平，關鍵
仍見於1.00關口。下方支持預估在0.9680，至於六
月份除守着的0.95水平則為另一參考，關鍵在5月3
日低位0.9440。

加國企業次季信心低迷
加拿大央行周一稱，第二季加國企業信心仍然低

迷，因油價下滑和國內需求不振造成的拖累抵消了
海外需求帶來的提振。加拿大央行企業季度展望調
查顯示，受油價重挫最直接影響的企業，與那些未
受商品市場頹勢影響的企業，對前景的看法大相徑
庭。企業對機械和設備投資的看法總體平衡，預示
着未來12個月將會溫和增長。能源相關企業和地區
計劃削減投資，而即便未受油價下跌影響的出口商
也預計投資僅小幅增加。總體來看，企業計劃在來
年增加崗位，但招聘意願仍低於衰退前的水平。能
源供應鏈上的企業計劃裁員，而服務行業計劃增加
招聘。調查顯示，企業預計未來12個月銷售小幅增
長。加元走軟應提振出口銷售增長。
美元兌加元方面，匯價在過去三個月處於一收窄

三角型內反覆運行，上頂及下底目前分別位於

1.3105及1.2725，將視作短期的重要阻力及支持，
破位料會開展新一波走向。倘若上破，延伸目標預
估在5月24日高位1.3188以及200天平均線1.33水
平。至於下方較大支持估計在1.2650及 1.2450水
平。

經過近期的州選舉後，執政
黨在全國的勢力範圍擴大，而
反對黨國民大會黨的勢力減
弱。若執政黨在印度上議院選

舉中獲得多數議席，則
能夠確保政府繼續推進
改革，州級選舉勝利被
視為政府的政策目標
已獲得民意支持。
我們繼續看到這方面
帶來輕微增長，支持我
們認為未來兩年印度經
濟將出現溫和增長趨勢的

觀點。

拉尼娜現象有利農產收成
今年通過的另一項法案已將貨幣政

策委員會的制度正式化，這對印度抗
擊通脹是有利的一步。印度央行行長
拉詹表現良好，雖然部分是受惠於環
球商品價格下跌。拉詹的首個三年任
期將於今年9月份結束。市場將對其離
任作出強烈的負面反應，不僅是因為
對通脹的影響，亦是由於這將反映政
府的政策方向。
印度面對的另一項風險是季候風降

雨。過去兩年的季候風降雨低於正常水
平，不利於農作物收成，並導致經濟增
長降低及通脹上升。今年，隨着厄爾尼
諾氣候現象轉為拉尼娜現象，季候風條
件更為利好，收成將會改善。經濟增長
方面，這能夠抵消製造業產量下降的不
利影響。通脹方面，鑒於食品價格在消
費物價指數各項目中佔約46%的比重，
其利好影響非常明顯。
俄羅斯2016年的開始良好，第一季

度國內生產總值意外造好，比起預期
的2%，按年只收縮1.2%，並遠勝於

2015年第四季度的按年收縮3.8%。俄
羅斯經濟在油價暴跌的考驗中表現優
於預期。
當局容許盧布匯率因應油價暴跌及

經濟衰退出現大幅調整，經常賬戶盈
餘已增長，我們預期淨出口將為經濟
增長帶來支持。

俄羅斯經濟有望回復增長
隨着貨幣貶值，俄羅斯的工業競爭

力得到支持，這似乎已促使俄羅斯經
濟轉向貿易行業。我們仍預期今年俄
羅斯經濟將會錄得輕微負增長，但更
可能出現上升走勢，並有機會於近期
內恢復正增長。第三季度將會恢復通
脹下降趨勢，從而允許央行開始放寬
政策。我們預期今年將會減息200點
子，前提是假設油價前景明朗以及經
濟增長疲弱會繼續拖累工資增長。

（摘錄）

雖然改革進度仍較為緩
慢，但印度仍是金磚五國及
大型新興市場中增長最快的
國家，而今年氣候現象轉為
拉尼娜現象，季候風條件更
為利好，收成將會改善。

■施羅德投資首席經濟師
Keith Wade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馮 強金匯 動向

英鎊本周初受制1.3340美元附近阻力後
走勢偏軟，周二跌幅擴大，一度走低至
1.3115美元附近約31年以來低位。英國公
投脫歐，英國財政大臣歐思邦上周五迅速
把2020財政年度的盈餘預算政策取消，
反映英國往後將會傾向採取較為寬鬆的財
政政策，該因素不利英鎊往後表現。隨着
歐思邦計劃將公司利得稅大幅下調至15%
以吸引海外投資者，不排除英國財金官員
將傾向讓英鎊進一步有序下跌，而英國財
政部亦宣佈6月份沒有干預匯市行動。
另一方面，英國取消盈餘預算政策之
後，英國央行將有機會在下周四的政策會
議上推出新一輪的寬鬆措施以協助經濟，
對英鎊構成進一步的下行壓力，令英鎊本
周初未能持穩1.33美元水平後跌幅逐漸擴
大至1.31美元水平。此外，Markit本周一
公佈6月份英國建築PMI下跌至46，為7
年來最差表現，而周二公佈的數據亦顯示

英國第2季服務業PMI處於2013年首季以來最弱
表現，預示英國經濟正逐漸下行，再加上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指出英國脫歐可能引致英國經
濟到2019年有近1.5%至4.5%的損失，消息不利英
鎊走勢。預料英鎊將反覆下試1.3000美元關位。

金價回軟有承接
現貨金價本周初持穩1,335美元水平後持續攀

升，不過受制1,357美元附近阻力後遇到回吐壓
力，周二在1,338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呈現反
彈，一度向上逼近1,350美元水平。英國公投脫歐
後，金價持續處於反覆偏強走勢，雖然現貨金價本
周初的升勢略為受阻1,357至1,358美元之間的阻
力，但英國脫歐引致歐盟與英國經濟受損，市場的
避險氣氛依然沒有大幅降溫，將限制金價回落幅
度。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60美元水平。

申請酒牌公告
滿串

「現特通告：陸梓峰其地址為九龍牛

頭角振華道樂雅苑C座7樓6室，現向酒

牌局申領位於九龍旺角長沙街3號祥興

樓地下Ｄ舖滿串的酒牌。凡反對是項

申請者，請於此啟事登報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

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阿聯
酋阿基曼自由區招商推介會日前在銀川舉行，阿
基曼銷售總監瑞時等，向銀川80餘家企業負責人
介紹了阿基曼自由區的各項招商優惠措施。瑞時
說，因為銀川成功舉辦過中阿博覽會，希望這裡
的企業能夠到阿基曼自由區拓展國際市場。

免徵進口和出口稅
阿基曼自由區位於阿拉伯半島和波斯灣，已經

為超過17,000家國際公司提供服務，每周都有約
100家新公司在此地誕生。吸引企業家和投資家
前來阿基曼自由區開立公司的優惠措施包括：能
源價格低，划算的工資結構，免徵進口和出口
稅，不收取服務費，租賃價格低，世界一流的基
礎設施以及最先進的國際航運和港口設備。

阿基曼自由區寧夏招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昊天發展集團（0474）
創新型油茶健康產業項目，日前
正式落戶福建三明清流，建設油
茶全產業鏈基地。昊天發展創新
型油茶健康產業項目框架協議簽
約儀式日前在三明市清流縣舉
行。
據介紹，該項目擬投資3.8億

元（人民幣，下同），用3年至
5年時間通過林地收儲建設10萬
畝油茶種植基地，力爭達到15
億至20億元產值。

首階段投資2億種植5萬畝
其中第一階段用18個月分批

投入2億元打造產業基礎，形成
5萬畝種植示範基地及年產2,000
噸以上精煉茶油生產能力，成立
核心實驗室，建立銷售網絡、打
造電商平台、組織研發團隊，形
成產業基礎生產加工能力和研
發、管理、銷售能力，達到2億

元年產值。昊天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負責人
表示，他們將項目落地清流，主要是看中
福建良好的生態環境。項目將採取「企
業＋基地＋農戶」的方式建設，加快推動
油茶產業的轉型升級，帶動此間農民共同
致富。

昊
天
閩
建
油
茶
基
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A股市場瞬息
萬變，能隨時掌握買賣點的掌上股票類APP也隨之火
爆，被譽為「新型互聯網股票平台」的360股票APP
昨天正式上線。

集交易及股評人在線直播
據360你財富副總裁、360股票負責人叢林介紹，
「360股票」APP是集互聯網屬性和傳統金融屬性為
一體的創新金融產品，將互聯網的工具優勢與傳統金
融（證券）的核心業務有機結合，為民間投資者提供
具有參考價值的投資心得和快捷的投資信息服務，
「是一個集高價值策略、股市行情、自選股管理、股
票投資資訊、股票交易和股票牛人在線直播於一體的
新型互聯網股票信息服務平台。」據他介紹，「360

股票」有直播功能，在為投資者提供面對面直接與投
資牛人交流的同時，也給予股民歸屬感。

360股票APP正式上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山東報道）7

月5日，皇家加勒比郵輪公司旗下7萬噸大型豪
華郵輪「海洋神話」號在青島港國際郵輪碼頭
首航，2,000多名遊客開啟了該郵輪在青島郵輪
母港運營6個往返的母港航次，引爆青島港
「暑期郵輪季」。

青島港與皇家加勒比合作
此次，青島港與皇家加勒比郵輪公司、萬達

集團三方合作，以「海洋神話」號為起點，
2016年預計將完成80個母港航次的郵輪靠泊任
務。特別是8月14日，MSC地中海郵輪「抒
情」號將成為青島港歷史上首次包船郵輪。同
時，2017-2018年度的航線洽談已經啟動。

「海洋神話」號首航青島

■皇家加勒比郵輪公司旗下7萬噸大型豪華郵輪「海洋神
話」號，在青島港國際郵輪碼頭首航。

■360股票APP昨天舉行正式上線儀式。 朱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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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下試1.3000美元關位。
金價：現貨金價將走高至1,360美元水平。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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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工業訂單月率。預測+1.0%。前值-2.0%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508.4
前周MBA購房貸款申請指數。前值224.9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2,136.4
前周MBA30年期抵押貸款利率。前值3.75%
5月國際貿易平衡。預測400億赤字。前值374億赤字
5月貿易平衡。預測27.0億赤字。前值29.4億赤字
5月出口。前值418.1億
5月進口。前值447.5億
6月Marki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前值51.3
6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前值51.2
6月供應管理協會（ISM）非製造業PMI。預測
53.3。前值 52.9；商業活動指數。預測
55.7。前值55.1；就業指數。前值49.7；新
訂單指數。前值54.2；價格指數。前值55.6

■■印度已通印度已通
過法案過法案，，將將
貨幣政策委貨幣政策委
員會的制度員會的制度
正式化正式化，，圖圖
為 印 度 央為 印 度 央
行行——印度印度
儲備銀行儲備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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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天發展在福建三明清流投資油昊天發展在福建三明清流投資油
茶茶。。圖為福建三明市圖為福建三明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