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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國際匯市表現兩樣情，商品生
產國貨幣跟隨商品市場反彈，巴西里拉
及南非蘭德升幅達21.97%及12.58%。而
弱勢貨幣大多為政治事件所拖累，例如
曾爆發政變的土耳其里拉和決定脫歐的
英國英鎊，以及擔憂可能受美國貿易報
復的墨西哥披索均有逾 16%貶幅。此
外，聯儲局去年12月再加息0.25厘，以
及決策官員預估2017年將加息0.75厘，
美元指數DXY強勢表態，升值幅度達
3.63%，重回睽違了2003年以來未見的
100大關。
2017年國際匯市關注焦點持續放在美
國，包括新總統特朗普上台後的政策執
行以及聯儲局加息進度。券商普遍仍看
升美元，如摩根大通看好特朗普新政實
施有利美元續強。此外，相較於貨幣政
策寬鬆的歐洲及日本，美國已邁入升息
階段，在反應利差擴大之下，高盛證券
預估2017年底歐元兌美元將平價，日圓
將來到125價位。
2017年美國經濟擴大增長將支撐美元
強勢持續，反觀歐洲及日本因貨幣政策
仍較美國寬鬆，歐元及日圓預期將維持
弱勢，至於新興國家貨幣於2016年已企
圖自底部反彈，評價面仍相當便宜，可
留意基本面佳及政策轉機利多的拉丁美
洲及部分新興亞洲貨幣揚升機會。

拉美貨幣較看好墨西哥披索
儘管2016年美國加息帶動新興市場貨
幣貶值，但隨着經濟基本面逐漸改善，
投資價值逐漸浮現。亞洲國家中的印尼
及印度等經濟體挾帶人口紅利及經濟成
長動能強等議題，可望受到投資者青
睞。在拉美貨幣中，最看好墨西哥披
索，墨西哥披索在2016年明顯承壓，但
國內經濟和政策環境改善有望在2017年
大幅逆轉勝。其他商品貨幣如哥倫比
亞、南非可望受惠油價及大宗商品價格
回升挹注經濟增長動能，新興國家貨幣
仍具備各自表現機會。
此外，美國加息牽動人民幣在2016年
出現大幅走貶，全年貶值6.50%。不過，
根據彭博資訊綜合各券商調查顯示，目
前市場對人民幣2017年年底的預估價格
為7.15元，隱含貶值空間約在3%，然
而，下半年中國將召開十九大會議，料
會議前監管部門將採取維穩措施，以避
免匯率市場出現大幅波動。

資金回補 信用債佈局不宜偏廢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經理人許
家豪預期，今年美國仍將緩步升息，美
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預估保持在2%至
2.5%區間整理，主要央行亦將奉行寬鬆
政策；但民粹主義將帶來波動風險，因
此公債仍為避險工具。在配置上，由於
收益仍為今年投資主軸，因此在信用債
上應多元配置，才能進可享收益、退可
降低波動。
在投資等級債部分，許家豪表示，根
據美林報告，在特朗普的海外資金回流

誘因下，跨國企業將匯回海外資金，降
低發債必要性，因此下調2017年度淨供
給預估值至4,280億美元，相較2016年的
7,410億美元大幅減少42%。他指出，在
預期供給減少的情況下，投資等級債的
價格表現仍有支撐力度；而對於擔憂升
息風險的投資者而言，他建議可加碼在
加息環境下較有表現的金融產業。

美息看升 高收益債具表現空間
在高收益債部分，許家豪表示，由於

油價回穩，因此高收益債的波動也可望
下降；且惠譽最新的全球高收益債券違
約率預測，今年違約率可望下滑至
3%。加上高收益債到期高峰仍遠，在
近期殖利率揚升至2.35%的過程中，高
收益債表現亦相對抗跌，顯示市場追求
收益態度不變。他認為，在美國升息趨
勢下，高收益債表現空間可期。
在新興市場債部分，許家豪表示，新
興國家經濟成長動能觸底，基本面有利
資產價格表現。根據美銀美林預期，今
年新興國家經濟成長可望達4.7%，主
要是受印度及中國推動，拉
美也可望轉為1.5%的正成
長。此外，具備改革題材的
國家債券也備受關注，加上
多數新興國家通脹仍溫和，
央行態度傾向寬鬆，有利支
持中期表現，惟各新興國家
間基本面存在差距，須慎選

投資對象。
許家豪表示，近期受到美國較為疲軟
影響，新興市場債資金流出幅度收斂，
不過後續仍需觀察特朗普政策是否確實
奉行保護主義，及其對新興市場投資信
心可能造成的影響。
展望債券後市，許家豪認為，各類資
產回報下降且投資風險升高，但利率和
匯率雙低政策令資金不得不投資，因此
信用債表現仍然可期，建議透過多元信
用債廣納收益，藉以分散重押單一市場
的風險，同時增加收益的來源。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奧巴馬上周宣佈制裁俄羅斯，以報復其用駭客手

段干預總統大選，使地緣政治風險增溫，帶動美國

10年期公債殖利率下滑。觀察上周資金流向，根據

美銀美林引述EPFR截至去年12月28日當周資料顯示，資金持續

流入高風險債券，上周吸金8.9億美元；投資級債也由淨流出轉為

淨流入，上周吸金1億美元（見表）。 ■安聯投信

債券基金資金流向 單位：億美元

時間 投資級債 高收益債 新興市場債

近一周 1 8.9 -2

今年以來 1279 128 395

資料來源：美銀美林、EPFR截至2016/12/28

美長債息回落 日圓呈反彈
動向金匯

馮強

美元兌日圓本周二受制118.60附近阻力
後走勢偏弱，周四跌幅擴大至115水平，
周五在115.05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反彈，
一度重上116.40附近。美國10年期長債
息率本周二未能企穩2.50%水平後，周四
曾急跌至2.34%附近4周低點，美國30年
期長債息率亦跌穿3%水平，導致美元指
數本周早段受制103水平後連日下跌，周
四顯著回落至101水平近3周以來低點，
美元兌各主要貨幣均遭遇回吐壓力，美元
兌日圓更於周五早段險守115.00關位。美
國聯儲局本周公佈的去年12月份會議紀
錄傾向往後繼續加息，不過市場同時憂慮
美元過強可能不利美國經濟增長，而美元
指數過去3周皆未能企穩103水平，部分
投資者趁美國本周五公佈12月非農就業
數據前先行沽出美元獲利。

關注央行月底政策會議結果
日本總務省上周公佈11月消費者物價
指數按年上升0.5%，扣除新鮮食品後的
核心指數則按年下跌0.4%，連續9個月下
跌，不過隨着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與
非OPEC產油國上月達成減產協議，布蘭
特期油本周有逐漸反覆上行傾向，將有助
減輕核心通脹進一步下行的壓力，再加上
日本央行上月提高對經濟增長的預測，將
降低日本央行往後進一步擴大其寬鬆措施
規模的機會。市場將關注日本央行本月30
日至31日連續兩天舉行的政策會議結果。

日本內需表現料難大幅改善
據日本經濟產業省資料顯示，日本10

月份工業生產按月增長停滯，按年有1.4%
跌幅，雖然11月份的數據分別掉頭上升
1.5%及4.6%，但數據同時顯示日本工業
生產的表現依然不穩定。日本厚生勞動省

本周五公佈11月份人均工資按年增長
0.2%，但11月份的實質工資增長卻按年
下跌0.2%，遜於10月份的零增長，數據
顯示日本的工資增長依然溫和，內需表現
不容易大幅改善。
美元兌日圓自11月上旬展開強勁升勢，

從102水平大幅攀升至12月中旬的118水
平後，美元兌日圓最近3周的走勢均顯著
受制位於118.60至118.70之間的主要阻
力位，反映日圓經歷接近兩個月的下行
走勢之後，有機會出現短期的向上修正
走勢，若果美國本周五公佈的12月非農
就業數據未能好於市場預期，則不排除
美元兌日圓將有反覆跌穿115.00關位的
風險。預料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低至
114.60水平。
周四紐約2月期金收報1,181.30美元，

較上日升16美元。現貨金價周四企穩1,162
美元水平後出現急升走勢，一度向上觸及
1,185美元水平近5周以來高位，進一步延

續上周的反彈走勢。美國周五公佈12月
非農就業數據前，現貨金價升幅呈現放緩，
大部分時間處於1,173至1,182美元之間。
隨着美元指數依然未能重上102水平，有
助減輕金價下行壓力，預料現貨金價將反
覆走高至1,19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低至
114.6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190美
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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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在
昨天舉行的2017銀川閱海灣中央商務區推介簽
約會上，安邦保險集團、新華網股份有限公司等
18家企業與銀川閱海灣簽訂了總金額達199億元
（人民幣，下同）的18個項目。其中合同項目4
個，簽約金額5.6億元；協議項目14個，簽約金
額193.4億元。
據介紹，作為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中重要窗

口的中阿博覽會，其永久會址就在銀川金鳳，位
於金鳳區的閱海灣中央商務區則被認為是中國對
阿拉伯國家開放的主要平台，近年來獲得快速發
展。佔地4,320畝的銀川閱海灣中央商務區在
2011年啟動建設以來，已累計投資超過250億
元，成功引進綠地、新華聯等545家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中國重汽集團董事長
馬純濟表示，2016年集團全年銷
售整車突破20萬輛，同比增長
28.4%；銷售收入超過700億元人
民幣，同比增長14%。
馬純濟昨天在中國重汽集團銷

售部2017商務大會上介紹，集團
全年實現整車出口2.5萬輛，佔全
國重卡行業出口總量的40.2%，
連續十二年佔據國內重卡企業出
口首位，產品進入新西蘭、香
港、台灣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實
現了中國高端重卡出口新的突

破。

產品結構調整初見成效
他說，產品結構調整初見成

效。「重卡板塊中，牽引車銷量
同比大幅增長37%，超過行業平
均增幅，佔公司銷量比重由不足
10%提高到42%。攪拌車、自卸
車市場佔有率分別達到 71%和
35%，繼續保持絕對領先地位；
曼技術產品銷量已達到重卡總銷
量的51%，成為內地卡車市場的
領導產品。」
對於2017年的展望，馬純濟

認為，受宏觀經濟企穩、基礎設
施投資增加、消費市場活躍、城
市化步伐加快等有利因素影響，
今年工程車輛下行壓力有望緩
解，公路運輸車輛仍有相當增
量，城市專用車輛市場前景廣
闊。但因去年下半年政策短期拉
動，基數較高，以及國五排放標
準實施的影響，要有充分的估
計，商用車供不應求的局面不具
備持續支撐條件。2017年集團
將針對十大重點客戶領域推出百
款經典車型，力爭銷售整車超過
22萬輛。

銀川閱海灣與新華網等
簽18項目重汽實現高端重卡出口新突破

■中國重汽董事
長馬純濟表示，
集團2016年全
年銷售整車突破
20萬輛，同比
增長28.4%。

殷江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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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紅十字會耆英團新界西地區委員會第六
屆就職典禮已於近日進行，典禮邀請到安老事
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荃灣區議會副主席
黃偉傑、葵青區議會議員郭芙蓉主禮，頒發委
任狀予本屆共35位委員會成員。
香港紅十字會成立於1950年，屬國際紅十

字及紅新月運動在全球190個國家的國際人道
網絡成員之一。該會積極推動社群，竭力保護
生命、關懷傷困、維護尊嚴。服務涵蓋輸血服
務、骨髓及臍帶血捐贈服務、賑災備災、急救
及健康護理訓練、青年及義工事務、尋人、心
理支援、社區及院友關懷服務、特殊教育及復
康服務等範疇。香港紅十字會耆英團於1992

年成立，隸屬該會的其中一支制服隊伍。現時
已發展至32 團，會員人數超過650名。耆英
團致力推動長者投身紅十字志願工作，參與保
護生命、關懷傷困及維護尊嚴的工作，透過制
服團隊的生活，鼓勵長者善用空餘時間，積極
參與志願服務和群體生活。
香港紅十字會耆英團新界西地區委員會第六

屆委員會贊助人吳漢樑，創會主席趙傑子，名譽
主席巫達華、梁木林、朱惠芳，主席呂天增，副
主席陳榮欣、黃賢哲、林玉華、劉鳳桃、李麗
萍、譚兆昌、蕭波、黃祉穎、楊沃林。

2017年是中國銀行在香港服務100周年，亦是香港回歸祖
國20周年。為誌紀念，中銀香港冠名贊
助倒數活動，藉着煙火匯演，為百年行
慶揭開璀璨序幕。當晚，中銀香港與旅
發局於香港文化中心觀景台舉行煙火晚
會，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岳毅、行
政長官梁振英伉儷、中聯辦副主任楊建
平、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旅
發局主席林建岳博士主持煙火晚會啟動
儀式。另外，為令倒數活動更有意義，
中銀香港特別邀請基層家庭參加除夕倒

數晚會，一起現場欣賞煙火匯演。
今年的煙火匯演規模為歷來最大，由

以往的歷時8分鐘延長至10分鐘。另
外，為慶祝中國銀行在香港服務100周
年，匯演更特別引入中銀香港標識和
「100」字樣的煙花圖案。為配合這次
煙火匯演，中銀香港更為中銀大廈增加
了特別燈光圖案，並舉辦「中銀香港
2017香港除夕倒數」攝影及短片比賽，
邀請全港市民及旅客參加，攝影及短片
組冠軍分別可獲中銀信用卡免找數簽賬
額港幣一萬元。

新年送利是，是為了將滿載心意的祝福傳遞
給親朋好友，共享喜悅。太古城中心特於這個
新春以傳統與現代元素融合的主題，在1月13
日至2月5日期間為市民呈獻「幸福盛放」推
廣活動，並設計雙層通花利是封。利是封揉合
了傳統和現代設計概念，雙層通花設計令滿目
閃爍的簡約煙花，於瞬間變成一朵朵綻放的典
雅春花，寄望新一年宛如利是封上盛開的花兒
般格外燦爛，萬事如意。
太古城中心此番亦將於活動期間打造「布藝
花鳥風車園」，利用全新方法佈置傳統新春裝
置，以英國經典優質布料Harris Tweed精心製
作出各款花風車和小鳥，展現別樹一幟的鳥語
花香，迎接春日暄和的佳節，為新一年寄予祝

福，展現太古城中心「LIVE HAPPY」的品牌
理念，讓商場新一年繼續成為散播快樂及祝福
的泉源。
此外，為營造更美滿的春節歡樂氣氛，商場
特推出三重新春購物禮遇。顧客只要在推廣活
動期間於場內商戶消費滿指定金額，即可換領
「幸福盛放」雙層通花利是封及精緻禮品，向
家人朋友傳遞佳節快樂和順心如意的祝福。

紅十字會耆英新界西委員會
就職典禮隆重舉行

太古城中心呈獻「幸福盛放」 散播新年快樂與祝福

■

太
古
城
中
心
「
百

花
齊
放
」
通
花
立
體

利
是
封

■本屆香港紅十字會耆英團新界西地區委員會主
席呂天增（左一）帶領委員與耆英團會員合照。

由中銀香港冠名贊助、

旅發局主辦的「中銀香港

2017香港除夕倒數—百載

同心耀香江‧中銀與您創

未來」於2016年12月31

日晚圓滿舉行。當晚活動

吸引逾33萬名市民和旅客

到維港參觀，也吸引本地

及海外媒體廣泛報導。

「中銀香港2017香港除夕倒數—百載
同心耀香江．中銀與您創未來」圓滿舉行

■ 岳 毅 （ 左
一）、行政長官
梁振英伉儷（右
三及右二）、楊
建平（左二）、
蘇錦樑（右一）
及林建岳博士
（左三）為煙火
匯演主持啟動儀
式。

■中銀香港特別邀請基層家庭參加除夕倒數
晚會，於現場一起欣賞煙火匯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