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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去年第四季GDP增
長6.8%，勝市場預期；至
於全年GDP增長6.7%，與
市場預期一致。本港股市
上周五受壓，恒生指數收
報22,885點，跌164點。全
日大市成交560億元。窩輪
成交107億元，佔大市成交
比例19%；牛熊證成交38
億元，佔大市成交比例
6%。總結上周，恒指曾突
破二萬三點，升至兩個月
高位；不過在高位遇阻力
回吐，全周下跌51點。
吉利汽車（0175）表現突
出，上周五高見9.48元，
收報 9.15 元，全周上升
8.4%，連升四周。股價受
基本因素支持。吉利早前
發盈喜，亦對今年的銷售
相當有信心，定下100萬架
車之銷售目標。投資者如
看好吉利，可留意高槓桿
之吉利認購證（13963），行
使價9.88元，今年5月到
期，實際槓桿5倍。另外，
可留意長年期之吉利認購
證（15206）， 行使價 9.5
元，2018年 8月到期，實
際槓桿3倍。至於輪價低的
選擇，可留意吉利認購證
（15208）， 行 使 價 10.38
元，2018年12月到期，實
際槓桿2倍，輪價在0.25元
以下。

留意騰訊購證14324
騰訊（0700）上周在200元

水平爭持，不過升至100天
移動平均線見阻力，周五
收報 197.7 元，全周下跌
1%。投資者如看好騰訊，
可 留 意 騰 訊 認 購 證
（14324），行使價214元，6
月到期，實際槓桿9倍。
中移動（0941）4G上客總
數達5.35億戶，股價全周
上升1.2%。投資者如看好
中移動，可留意中移動認
購 證（15042）， 行 使 價
90.88元，6月到期，實際
槓桿 11 倍 。 至於聯通
（0762）4G客戶首次突破1
億戶，惟股價受壓，全周
下跌1.2%。工信部早前公
佈《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
劃》，講到將積極推動電
信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進
程。投資者如看好聯通，
可 留 意 聯 通 認 購 證
（14945），行使價 10元，
12 月到期，實際槓桿 5
倍。
接連有大行看好匯豐控

股（0005），並上調目標
價；而匯豐行政總裁歐智
華講到，市場應降低對銀
行盈利期望。以風險偏低
的環球銀行而言，約10%
股本回報率已屬很好水
平。匯豐全周上升0.7%。
投資者如看好匯豐，可留
意匯豐認購證（15203），行
使價70元，6月到期，實際
槓桿12倍。

■本欄逢周一刊出

基金經理人看好新興債市

根據一月美銀美林針對全球80位固定收益型
基金經理人的調查結果，現階段受訪經理人認
為市場主要的擔憂來源為美國經濟數據是否能
維持強勁、貿易保護主義的發言、加息環境及
中國經濟增長動能是否無虞，上述理由可能驅
動美國選後的樂觀氣氛轉向。

資金漸回流新興債市
調查中，也顯示多數經理人預期加息環境
下，持續看淡美國債市；而歐洲央行在年底購
債計劃的時限到期後，料將再度降低購債規
模，持續看淡核心國債。此外，在英國退歐的
進程上，經理人樂觀看待年底前歐盟及英國的
過渡性協議將有機會出爐，但未來英國央行仍
有機會加碼擴大貨幣寬鬆政策以應對退歐過程
的不確定性，這也同樣反映在英國的匯市及債

市空方部位的增
長。新興債市看
好度明顯回升，
反映新興市場債
已 不 若 先 前 悲
觀，投資人亦在
美國大選後的賣
壓後買回新興市
場債券。

美退出TPP 印尼影響不大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經理

人哈森泰博表示，看好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
券，偏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倫比亞、
印尼債市。其中，美國總統大選後，由於特朗
普發言將在邊境築圍牆，並對墨西哥課徵高進

口關稅，遏抑墨西哥債近三個月的表現。考量
其貿易威脅已逐漸被市場消化，持續看好墨西
哥投資價值。另外，印尼較不依賴貿易協定，
如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印尼料
將繼續表現優異。
哈森泰博認為，美國就業及薪資增幅穩定，

展望未來，預期美國的通脹及國債收益率將上
升，持續看淡美國國債後市。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銀美林證券一月例行的全球固定收益

型基金經理人調查中顯示，除了新興國家

國債看好度上升外，受訪經理人對美國、

歐洲及日本等成熟國家債市看好度下滑，尤其核心歐洲

國家的國債看淡明顯上升，反映市場擔憂英國硬脫歐風

險及歐洲多國將在今年舉辦大選。基金經理則明顯看好

新興市場債。 ■富蘭克林投顧

美元疲勢 支撐金價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特朗普上周五正式成為美國
第45任總統，他的就職演說充
滿民粹及國家主義色彩，形容
製造業沒落及犯罪問題是一場
「美國屠戮」，誓言將予以終
結。特朗普以強悍語氣指出，
就業崗位外包至海外，對美國
中產階層造成重創。特朗普在
就職典禮上對數以萬計的民眾
表示，「從此刻開始，將是美
國優先」。特朗普指責華盛頓
建制派自我保護，拋棄飽受貧
窮及犯罪之苦的普通百姓。他
表示，在貿易、稅制、移民、
外交事務的每項決定，將以惠
及美國勞工和美國家庭為目
的。特朗普的演說引發一些對
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擔憂，續
令美元承壓，而美股則為逾50
年來首次在新總統入主白宮第
一天以上漲作收。展望本周，
多個數據重磅登場，美日法德
及歐元區將公佈製造業採購經
理指數（PMI）、澳洲及日本將
公佈消費物價指數（CPI）、英
法有國內生產總值（GDP）數
據；美國和日本還將公佈貿易
收支。

短線料整固 支持位1181
倫敦黃金周五上漲，因美元

下跌，美債收益率從高位回
落；縱然美國就業、樓市和工
廠數據均好於預期，強化了美
國經濟足夠強勁能夠支撐升息

的觀點，但對金價影響有限。
同時，特朗普的保護主義言
論，以及在減稅和基建支出方
面的承諾，都增加了黃金作為
避風港的需求。自去年12月跌
至逾10個半月低點以來，金價
已累計上漲7%以上。技術走勢
而言，連日來相對強弱指標及
隨機指數高踞於超買區域，在
目前終見回落，需慎防短線金
價或會先作整固。下方支持預
估在10天平均線1,200美元，自
年初以來，金價一直持穩於10
天線上方，故亦要留意若後市
跌破，料將是展開調整的一個
訊號；較大支撐料為 1,181 及
1,170美元，為最近一輪漲勢的
38.2%及50%回吐比率，另外亦
可留意25天平均線1,168美元水
平。向上阻力方面，先看1,215
及1,226美元。倘若以近兩個月
的累積跌幅計算， 50%的反彈
水平將會分別看至1,230美元，
61.8%則會達至 1,255 美元水
平。
倫敦白銀方面，銀價錄得第

四周連漲，上周五收報17.07美
元。當前向上一個關鍵將是在
100天平均線，在去年11月上旬
的漲勢亦是受制於100天線，目
前處於17.47美元；另外，一組
延伸自去年7月的大型下降趨向
線則位於18.17美元，相信要升
破此兩區，才可望擺脫過去半
年的弱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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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1月23-27日）

日期
23
24

25
26

27

註：#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英國
美國

澳洲
日本
英國
美國

澳洲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5:30PM
9:30PM
9:30AM
7:50AM
5:30PM
9:30PM
11:00PM

9:30AM

3:00PM
9:30PM

11:00PM

報告
無重要數據公佈

12月份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12月份二手房屋銷售(單位)
第四季消費物價指數#
12月份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12月份領先指標

12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第四季生產物價指數#
第四季入口物價指數#
第四季出口物價指數#
12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
12月份耐用品訂單

1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
555萬

-
-

24.2萬
+0.5%
60.0萬
-
-
-
-

+2.2%
+3.0%
98.0

上次

126億
561萬
+1.3%
+0.3%
+2.2%
23.4萬
0.0%
59.2萬
+0.5%
-5.1%
-5.4%
+0.3%
+3.5%
-4.6%
98.1

■印尼較不依賴貿易協定，故美國退出TPP，未影響印尼債市吸引力。圖為印
尼盾鈔票。

上財季多賺33% 耀才搞百萬豪宴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石化燕山石化
公佈，截至2016年，該公司總投資
18.3億元、實施106個「碧水藍天」
環保治理項目已經全部完成，為守護
首都碧水藍天做出積極努力。
2013年7月，中國石化啟動「碧水
藍天」計劃，總投資209.2億元，實施
870個環保治理項目，「十二五」期
間在生產經營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
下，萬元產值綜合能耗下降8.3%，工
業取水量下降6.1%，化學需氧量、氨

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別
下 降 12.7% 、 12.9% 、 27.3% 及
15.1%。其中，燕山石化實施的106個
「碧水藍天」環保治理項目，涵蓋了
揮發性有機物減排治理和工業加熱爐
煙氣脫硝治理等，實現煉油、化工和
公用工程板塊全覆蓋。
據測算，與2013年相比，燕山石化

各項指標均實現大幅下降，其中二氧化
硫下降30.4%，氮氧化物下降41.7%，
化學需氧量下降 37%，氨氮下降

22.2%，揮發性有機物下降64.3%。
「碧水藍天」環保計劃是中國石化

史上規模最大的環保治理行動，也是
迄今為止中國企業一次性投入最密
集、涉及範圍最大的環保專項治理行
動。目前，中國石化「碧水藍天」環
保專項行動圓滿完成，預計新增削減
能力為化學需氧量3,400噸/年，氨氮
4,900噸/年，二氧化硫42,000噸/年，
氮氧化物71,000噸/年，揮發性有機物
25,000噸/年。

香港文匯報訊 過去一年，環球市
場出現眾多「黑天鵝」事件，全球金
融市場出現動盪，股市成交不斷萎
縮，有國際投行及銀行更出現裁員
潮。一向作風進取的耀才證券
（1428）迎難而上，上財季多賺
33%，公司上周六豪花百萬元搞周年
晚宴，慰勞逾300名員工。主席葉茂
林當晚心情大靚，即場豪派獎金及獎
品總值超過100萬元。

上半年純利高達1.3億
葉茂林表示，過去一年股市持續波

動，成交淡靜，但公司表現依然理
想，今個財政年度上半年純利達1.3億
元，當中第二季度純利達7,444萬元，
較第一季度增長33%，跑贏大市。他
指，公司錄得滿意成績，除了證明管
理層獨具慧眼，市場策略運用得宜

外，各員工的努力亦不可抹煞，所以
決定搞個盛大的周年晚宴獎勵員工，
表現出色的員工亦會升職加薪，並希
望各員工繼續努力。
在周年晚宴上，管理層與員工大玩

溫情遊戲，單聽名字已經覺得又溫馨又
肉麻了──「耀才是我家，未來靠大

家」，各員工大玩搶錢遊戲，全情投入
爭奪現金大獎。正當所有抽獎活動完畢
後，期待的畫面又出現了，葉老闆說，
眼見各員工過去一年盡心盡力去建設耀
才家園，令他非常感動，他宣佈即場把
獎金「加碼」，令全晚氣氛推至頂點。
葉老闆整晚心情大靚，有求必應。

■ 耀 才
證 券 一
眾 管 理
層 上 台
祝酒。

香港文匯報訊 由「康宏社投慈善基金」全力
支持的「康宏生活駅」（Convoy Life Investment
Centre）上周六舉辦街坊直銷日，夥拍社企「良
由集貨」為深水埗街坊提供低於市價的糧油雜
貨，又免費為街坊作健康檢查，更邀請藥劑師講
解藥物知識。
活動期間，康宏社投慈善基金主席馮雪心到場

與街坊交流，協助售賣低價糧油雜貨之餘，又派
發由深水埗老字號食店送出的200碗蛇羹，趁農
曆新年前向深水埗街坊送上溫暖及祝福。
馮雪心表示，「康宏生活駅」半年前成立，至今

已舉辦4場公開活動，接觸區內近300位街坊。低收

入家庭生活上
可能面對種種
困難，但又苦
無對策，不知
求助何人。
康宏匯聚社

會各界的專業
人士，在「康
宏生活駅」提供一站式服務。
她補充，柴米油鹽這些生活必需品，面對逐年
遞增的物價壓力，安排優惠價格的糧油直銷，無
疑是協助各位街坊對抗通脹的最直接方法。

■馮雪心(右)與一眾深水埗街坊
聊天，了解他們的需要。

康宏生活駅夥社企平賣雜貨
燕山石化18億完成環保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由美聯物業（1200）主席黃建
業私人持有的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31樓11至16
室一籃子相連海景單位現正放售，涉及總樓面
8,316方呎，黃氏未有意向價。不過，該廈同類全
海景單位，去年底以約2.8萬元的售出呎價計，黃
建業該批物業市值約2.33億元。
資料顯示，黃建業2007年底以1.3611億元購入
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31樓1、8至18室，合共約
18,148方呎，呎價7,500元。大部分單位已先後於
2008至2009年期間售出，套現約8,996萬元。
美聯商業區域營業董事周永亨昨表示，上述31

樓11至16室一籃子物業正委託該行作獨家放盤，
物業總建築面積約8,316方呎，部分交吉及部分
連租約出售，業主未有意向價，現考慮以好價割
愛沽出。
周氏指，信德中心一向是區內的甲廈樓王，多

年來深受國企、上巿公司，以至《Fortune》「世
界500強」企業歡迎。在人民幣貶值及政府推出
住宅加辣招後，已有不少住宅投資者及內地客，
將資金轉而投向本地商廈巿場。而商舖租金跌勢

尚未喘定，就連過往以投資商舖為主的投資者，
亦改為投資商廈巿場，相信年內商廈仍有不俗的
增值空間。

近期區內商廈高價易手
他續表示，近期商廈屢創高價成交，位於金鐘
遠東金融中心2303室的一個面積約1,308方呎單
位，在上月以呎價38,226元成交；中環中心79樓
單位，面積約13,213呎，亦剛以呎價40,573元成
交。他認為，中環美利道商業地即將推出巿場招
標，料可進一步推高商廈售價，優質商廈的前景
極佳。
黃建業近月放售多個商業物業，本月初剛以4

億元將北角渣華道33號及35號服務式住宅，售予
旗下上市公司美聯工商舖（0459）。黃氏於2012
年以2.7億元購入該物業，是次沽售賬面獲利1.3
億元。不過，相關作價是以美聯工商舖的2億元
股份及2億元免息、無抵押4年期可換股票據支
付。初步換股價為0.046元，共涉約43.48億股。
美聯工商舖上周五收報0.049元。

黃建業冀好價沽信德一籃子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