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低至1.045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下試1,20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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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本周初受制1.0640美元附近阻力後走勢
偏弱，迅速失守1.06美元水平，周三跌幅擴大
至1.0550美元附近。歐盟統計局上周四公佈歐
元區2月份通脹年率上升至2%，高於1月份的
1.8%升幅，並且是連續多月回升，再加上上
周五公佈德國2月份綜合PMI上升至56.1的34
個月高點，帶動同日公佈的歐元區2月份綜合
PMI上揚至56水平約6年來高點，數據顯示歐
元區經濟繼續改善，帶動歐元上周尾段反彈至
1.06美元水平。
另一方面，歐洲央行周四舉行政策會議之
前，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連日上升，周三更
攀升至2.55%附近約6周以來高點，美元兌各
主要貨幣升幅擴大，美元指數有重上102水平
傾向，增加歐元下行壓力。隨着歐盟統計局本
周二公佈歐元區第4季經濟按季增長0.4%，與
第3季升幅相若，而第4季經濟的按年表現卻
遜於第3季，預期歐洲央行周四會議將維持寬
鬆政策不變，而美國聯儲局下周頗有機會加
息，部分投資者傾向先行沽出歐元，不利歐元
短期表走勢。若果美國本周五公佈的2月份非
農就業數據依然偏強，不排除歐元將進一步失
守1.0500美元關位，預料歐元將反覆走低至
1.0450美元水平。

金價弱勢下試1200關
周二紐約4月期金收報1,216.10美元，較上
日下跌9.4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二受制1,227
美元水平後跌幅擴大，周三曾走低至1,211美
元附近約5周低位。美國近期公佈的經濟數
據頗為配合美國聯儲局官員的加息言論，美
國長債息率及美元指數本周雙雙攀升，令現
貨金價近日輕易跌穿過去3周以來位於1,215
至1,220美元之間的主要支持區，不利金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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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向金匯 馮強 A股回春 中國基金添動力

日盛中國戰略A股基金經理人黃上
修表示，目前兩會正在召開，《政
府工作報告》制定「穩中求進」基
調，內容基本符合預期，可持續關
注供給側改革、農業供給側改革、
深化機制改革、創新促轉型、對外
開放等重點。

兩融餘額近兩月新高
他指出，目前兩融餘額重拾升

勢，創近兩個月新高，截至3月6
日，A股融資融券餘額為9,131.77億
元。結構性牛市正進行中，需求、
信貸、供給側改革及企業業績皆超
預期，上升動能則屬藍籌股、改革
的相關主題以及價值股，將支撐A股
結構牛市運行。

黃上修分析，三月兩會召開及今
年下半年「十九大」將召開的背景
下，市場將維持穩定的走勢。而在
兩會後按歷史經驗，每年市場將會
有新的主題出現，如2014年的「一
帶 一 路 」 、 2015 年 的 「 互 聯
網+」、 2016 年的「供給側改
革」。

今年主題「國企改革混改」
他預測今年兩會後的主流主題，

將圍繞在「一帶一路」、「供給側
改革」、「國企改革混改」。新能
源車板塊方面，因第二批車型目錄
落地，市場認定增長重回正常軌
道，板塊有望逐步修復，可適度關
注。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近期回穩的經濟預期推動了內地A股行情，

上證指數2月以來從3,100點一路上揚至3,200

點，滬深兩市成交額維持在5,000億元(人民

幣，下同)水平，維持市場活躍度，而這波的上漲也帶動了以A

股為主要佈局基金的表現，統計至3月6日近一個月中國A股

基金平均有2.8%的漲幅，表現突出。 ■日盛投信

關注美非農數據 日圓橫行待變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美元延續溫和漲勢；在本周五美國非農就業
報告公佈前，投資者持觀望立場。美元兌一籃
子貨幣上周觸及兩個月高點，因美國聯邦儲備
理事會(FED)官員的講話令市場對本月加息的
預期升溫，但由於3月加息被認為幾乎已成定
局，美元的上升動力稍緩，現在市場焦點轉向
今年美聯儲會加息多少次。

日去年末季GDP上調
日本周三公佈的數據顯示，日本2016年第

四季國內生產總值(GDP)上調，因資本支出創
近三年來最快增速，這對決策者來說是個好消
息。日本決策者開始討論如何逐步撤出多年來
的大規模刺激舉措。日本去年10月至12月當
季GDP環比年率修正為增長1.2%，不及預測
中值的增長1.6%，但高於初值的增長1.0%。
第四季GDP修正後較前季增長0.3%，預測中
值為增長0.4%，初值為增長0.2%。第四季民
間消費修正後持平於上季水平，與初值相同。
家庭支出疲弱不振，令日本長期陷入通縮，對
日本央行透過大規模購債計畫達成2%物價目
標構成一大挑戰。第四季資本支出較前季增長

2.0%，高於路透調查預測的增長1.7%及0.9%
的初值。此外，淨出口是第四季GDP增長的
第二大驅動力，僅次於資本支出。不過，凈出
口對當季GDP增幅的貢獻為0.2個百分點，這
和初值持平，這引發了對外部需求強勁程度的
疑慮。
美元兌日圓近月走勢處於區間橫盤，向上受

制於115水平，向下則在111.50附近尋獲支
撐。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仍處反覆，中短
期平均線橫行，均未預示出明確的走向，預料
匯價需突破上述的區間，才有較清晰的方向。
向上延伸目標可看至115.60及118水平。至於
若向下破位，先會留意110關口，進一步則會
直指108水平。

央行出口術 瑞郎走弱
受累於瑞士央行外匯儲備增加，以及瑞士央

行總裁喬丹稱瑞郎「明顯高估」，瑞郎顯著走
弱，美元兌瑞郎周二升至1.0170，為1月11日
以來最高水平。技術走勢而言，相對強弱指標
及隨機指數處於超買區域，估計短線美元將呈
回跌傾向。支持料為25天平均線1.0040及
0.9950 水平，下一級則參考 250 天平均線
0.9850以至0.98水平。即市較近阻力可先留意
1.02及1.0350，進一步將看至1.04水平。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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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周投資海外債券。前值賣超2,020億

前周外資投資日本股票。前值賣超2,611億

1月加班工資。前值-1.9%

2月皇家測量師學會(RICS)房價差值。預測正23。前值正25

2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2月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PPI

第四季非農就業崗位修訂

2月未經季節調整失業率。前值3.7%

2月經季節調整失業率。前值3.3%

3月央行再融資利率。預測0.00%。前值0.00%

3月存款利率。預測負0.40%。前值負0.40%

2月進口物價月率。預測+0.1%。前值+0.4%

2月出口物價月率。預測+0.2%。前值+0.1%

第四季產能利用率。前值81.9%

1月新屋價格指數。前值+0.1%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3月4日當周)。前值22.3萬人

四周均值(3月4日當周)。前值23.42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2月25日當周)。前值206.6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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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 ON COMPLETION OF 
FIRST PHASE SCP ISSUE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The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and the entire members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BoD”) 

hereby guarantee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announcement and would take 
responsibilities for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it.

The 54th session of the seventh board of directors convened on Sept. 29 of 2016 and 2016 fourth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convened on Oct. 18 of 2016 of the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deliberated and passed through the Report on Issuing 
the Super & Short-term Commercial Paper (SCP). It’s agreed that the Yunnan Xiangpeng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the controlled subsidiary of the Company would issue the super & short-term 
commercial paper (SCP) for amount of RMB 2 billion yuan.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Announcement on Issuing the Super & Short-term Commercial 
Paper (SCP) published on the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Shanghai Securities, Security Times, 
Securities Daily, Hongkong’s Wen Wei Po and website of the SSE (http://www.sse.com.cn) on Sept. 
30 of 2016. 

On Mar. 7 of 2017, the Yunnan Xiangpeng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completed the 2017 first 
phase issue of the super & short-term commercial paper (SCP). The total issue amount accounted for 
RMB 500 million yuan at the par value of RMB 100 yuan with a term of 270 days. The nominal rate 
of it is 4.80%. The relevant documents was announced at the website of www.chinamoney.com.cn 
and www.shclearing.com. 

The Hengfeng Bank is the main underwriter of the above issued super & short-term commercial 
paper (SCP), which was publicly issued in the method of bond consignment or standby commitment 
at the national inter-bank bond market. The raised capital would be used to supplement to the 
operation capital of the Company and replace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loan.

The issue of the super & short-term commercial paper was implemented subject to the  Notice of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Acceptance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he document of Zhong Shi Xie Zhu [2017] SCP No. 21) in January of 2017. According 
to the Notice of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Acceptance, the Company could issue super & short-term 
commercial paper (SCP) in installments within 2 years from January 20 of 2017. 

                                Board of Directors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Mar. 8, 2017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江宏兩會報道 )
全國人大代表、青島啤酒(0168)董事長孫
明波在本次兩會提交了《關於系統聯動、
多措並舉，傳承創新中華老字號的建
議》。他表示，要提升國貨自信，力拓中
國品牌全球「朋友圈」。
孫明波表示，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指出，「打造更多享譽世界的『中國
品牌』，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質量時
代。」這對老字號品牌是一個機遇，「老字
號品牌承載着中華民族工匠精神和優秀傳統
文化。力推老字號品牌走出去，是提升中國
品牌和文化全球影響力的重要途徑，亦能帶
來更高的品牌附加值和品牌溢價。」

孫明波：傳承創新中華老字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上海鏈家市場研究部近日公佈滬2月
二手房市場交易數據，顯示上月滬二手房
成交量「腰斬」，按年下跌超5成，今年1
月至2月累計二手房成交量降至近6年來最
低點。業內分析認為，滬樓市低迷受政策
作用最大，同時受2月影響，料3月樓市小
陽春行情亦不樂觀。

2月成交萬套大跌58%
據上海鏈家監控數據顯示，上海2月份
二手房共計成交1.08萬套，較1月下跌

2.12%，較去年2月則下跌58.43%，其中
二手住宅成交 0.94 萬套，按月上升
3.34%，按年下跌51.50%。

業界料3月難現小陽春
上海鏈家市場研究部稱，滬二手住宅成

交量連續兩月低於1萬套，今年頭兩個月
上海總計成交二手房2.19萬套，不僅相當
於去年同期的三成水平，而且也是自2012
年以來的同期最低點。基於2月淡市影
響，上海鏈家對3月市道並不樂觀，為傳
統小陽春抹上了一層陰影。

滬首兩月二手房成交6年新低

「巾幗不讓鬚眉」，女
人「撐起半邊天」，此話
一點不假！於「三八婦女

節」發佈的《2017胡潤全球白手起家女富
豪榜》顯示，全球共有88位財富達10億美
元的白手起家女富豪，分別來自12個國
家。其中有56位是「Made in China」，
遙遙領先於排名第二的美國（15位），佔
到總數的64%。

富華陳麗華逾500億稱冠
76歲的富華集團董事長陳麗華以505億
元（人民幣，下同）成為最成功全球白手
起家10億美元女富豪；47歲的藍思科技創
辦人、「IT女王」周群飛，以425億元位
列第二；明天系肖建華太太、46歲的周虹
文名列第三，夫婦二人擁有385億元財
富。胡潤指，周虹文在丈夫失蹤後，頻繁
出現在新聞報道中，目前正在協助調查。
海康威視的陳春梅位列第五，其與丈夫
龔虹嘉財富達370億元；龍湖的吳亞軍以
320億元名列第七。60歲的「造紙女王」

張茵曾是2006年的白手起家女首富，今年
排名第八，財富315億元。

胡潤：受惠獨生子女政策
「我經常問自己，為什麼中國能誕生那

麼多成功的女企業家？在全球前十名的白
手起家男性富豪中，中國一個也沒有，而
在女富豪榜單前十中，中國佔到了六

個。」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員胡潤
分析指，中國女性撐起環球女富豪榜「大
半邊天」或得益於獨生子女政策：「相比
於發達國家，中國過去的獨生子女政策，
緩解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負擔，祖輩承擔了
照看孩子的職責，當然經濟的快速增長，
也為這一代中國企業家帶來利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白手起家女富豪榜 中國佔逾六成
��
�
& 十強女富豪中國佔六席

排名 姓名 財富（億元人民幣） 公司

1 陳麗華 505 富華

2 周群飛 425 藍思科技

3 周虹文、肖建華夫婦 385 明天

5 陳春梅、龔虹嘉夫婦 370 海康威視

7 吳亞軍 320 龍湖

8 張茵 315 玖龍紙業

整理：記者 章蘿蘭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正在舉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提出今年經濟增長目標6.5%左右，通脹3%左右，穩中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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