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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熱退燒 減持美股投歐亞

■責任編輯：劉偉良

美國新版健保法闖關失敗，由於無法在健保方

投資攻略

面節省支出，特朗普總統的稅務改革時程可能因
而延宕，在施政成績遲遲缺乏亮點下，市場開始

反應認知與現實的差距，特朗普熱退燒。於四月份的全球基金經
理人調查報告顯示，經理人對於全球經濟增長以及企業盈利的期
望程度均見到溫和下滑現象，資產配置上，有 83%受訪經理人

認為美股過高而減持，轉向增持歐股及亞洲等新興市場股市。
■富蘭克林投顧

富蘭克林投顧指出，在資產配
置上，有淨40%的經理人表示正
在加碼股票，較 3 月的 48%回
落。另外，隨着近期大宗商品價
格下滑，以及通脹壓力似乎也有
和緩現象，經理人對美聯儲局加
速升息的疑慮開始降溫，有淨
62%的經理人表示正在減碼債
券，較 3 月的 65%縮減。經理人
對商品資產的看好度也同步下
■全球基金經理人最新調查顯示，有 83%經
降，從 3 月淨加碼 1%，翻轉成
理人認為目前美股已過高，並作減持配置行
淨減碼4%。
動。
資料圖片

83%經理人指美股過高

高。對於歐元區股市，則從淨加碼27%
升至48%，回到15個月以來高點。
富蘭克林坦伯頓增長基金經理人波
斯瑪表示，企業盈利和選舉將是 2017
年歐股的主要驅動因子。歐洲企業擁
有較高的營運槓桿、弱勢歐元，以及
評價面較便宜的優勢，將可優先受惠
於全球經濟增長趨勢。然而，歐洲的
選舉議題及地緣政治風險將讓歐盟整
合繼續面臨考驗。今年歐洲最大的單
一風險可能是勒龐贏得法國大選。雖
然我們認為這個狀況發生的概率偏
低，且最終結果實際上可能比市場目
前預測的要好，但在法國及德國大選
之前，市場可能會對歐洲股市要求較
高的風險溢回報。

在區域的投資配置方面，富蘭克林
證券投顧指出，由於有 83%的受訪經
理人認為美股評價面過高，且美國存
在稅務改革落空的風險，促使經理人
撤離美國股市，轉進海外市場，對美
股的淨加碼程度從 3 月的淨加碼 1%，
劇烈調整成淨減碼20%。

淨加碼新興市場達44%

從美股撤出的倉位，經理人轉而加
碼至評價面相對低廉，且經濟基本面
見到明顯復甦跡象的歐元區股市以及
亞洲等新興股市。對於亞洲等新興股
市從淨加碼 18%，再度跳升至本月的
淨加碼 44%，看好度創下五年以來最

澳元超賣 短線醞釀反彈
金匯 出擊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美國周三公佈的褐皮書稱，2 月中到 3 月
底，美國經濟以溫和至適度的步伐擴張，但
通脹壓力仍受限，導致企業吸引和留住人才
的難度加大。美聯儲在 3 月升息，為三個月
內第二次。但利率期貨市場新暗示，最近幾
周弱於預期的就業、消費者支出和通脹數
據，以及敘利亞和朝鮮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促使投資者調降對今年再升息兩次的預期。
澳元兌美元近期則相形較為弱勢，主要因
近期鐵礦石價格的下跌。鐵礦石是澳洲最大
的出口收入來源，圍繞中國供應過剩的擔憂
拖累鐵礦石價格曾跌至 13 周低點。對於澳元
而言，下一個重要數據將是 4 月 26 日發佈的
第一季通脹資料。
技術圖表而言，RSI 及隨機指數已陷於超
賣區域，或見短期有反彈動能。上方阻力會
參考 25 天平均線 0.76 及 0.7680，關鍵阻力仍
會聚焦於 0.7720 至 0.7750 區域，自去年 8 月
以來，澳元屢次上攻此區間亦無法突破。至
於下方支持預估在0.7470及0.7380水平。

新西蘭加息概率上升
紐元兌美元周四震盪攀高，因數據顯示新
西蘭第一季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上年同期
上升 2.2%，升幅為五年來最高，提升了新西
蘭央行加息概率。新西蘭利率在過去一年來
已經降至 1.75%的紀錄低位，央行的 2 月貨
幣政策會議聲明暗示將維持這樣的低利率水
平兩年甚至更久，以刺激通脹並抵消全球不
確定性。
紐元兌美元近期偏強勢的走勢皆因近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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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日經製造業PMI。前值52.4
4月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3.0。前值53.3
4月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8.0。前值58.3
2月未經季節調整流動賬。前值25億盈餘
2月經季節調整流動賬。前值241億盈餘
4月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6.0。前值56.2
4月服務業PMI初值。預測55.8。前值56.0
4月綜合PMI初值。預測56.3。前值56.4
16:30 英國 3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2%。前值+
1.4%；年率。預測+3.6%。前值+3.7%
20:30 加拿大 3 月 CPI 月 率 。 預 測 + 0.4% 。 前 值 +
0.2%；年率。預測+1.8%。前值+2.0%
21:45 美國 4月綜合PMI初值。前值53.0
4月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3.5。前值53.3
4月服務業(PMI初值。預測53.0。前值52.8
22:00
3 月成屋銷售年率。預測 560 萬戶。前值
548萬戶；月率。預測+2.5%。前值-3.7%
PMI:採購經理人指數；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好的數據表現，周二新西蘭公佈了截至 4 月
18 日當周全球乳製品拍賣價格指數變化率，
最終錄得 3.1%，好於前值的 1.6%。由於乳
製品是新西蘭最大的出口品，貢獻了新西蘭
商品出口收入的 25%，因此更高的乳製品價
格有利於紐元。
圖表走勢而言，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
重新回升，短期匯價可望持穩發展，預估關
鍵支撐在去年 12 月低位 0.6863 以至 0.68 水
平，下一級看至 0.6650。上方阻力預估為
250 天平均線 0.71 水平，上月已曾探試此區
惜無功而返，若此趟可成功破位，進一步目
標估計將可延伸至0.7190及0.7250水平。

金匯 動向

美元跌幅放緩 紐元區間上落
&'

馮強

紐元本周初在 69.90 美仙附近獲得
較大支持後略為偏強，不過周三及
周四的反彈均持續受制 70.50 美仙附
近阻力，顯示紐元現階段的升幅依
然不容易過於擴大。新西蘭統計局
本周四公佈首季消費者物價指數按
年攀升 2.2%，是 2011 年第 3 季以來
首次升幅高於 2%水平，數據配合新西蘭央
行上月政策會議對長期通脹率將貼近 2%水
平的預期，數據曾引致紐元迅速上升，但顯
著受制 70.50 美仙附近阻力後反而掉頭回
軟。
新西蘭首季通脹年率處於 5 年半以來高點
之際，布蘭特期油過去數月依然未能擺脫每
桶 50 至 57 美元水平之間的活動範圍，本周
三更回落至每桶52美元水平近3周低位，反
映油價走勢仍然偏軟，將對其他商品價格走
勢構成負面，新西蘭第 2 季通脹率將不容易
維持首季的顯著升幅，不排除新西蘭央行下
月 11 日會議後的政策立場繼續偏向中性。
朝鮮半島局勢依然緊張，法國總統大選周日
將進行首輪選舉，避險氣氛隨時升溫，將限
制商品貨幣的升幅，再加上紐元本周四未能
向上衝破過去 1 個月以來位於 70.50 至 70.90
美仙之間的阻力位，預料短期紐元於 69.00
至71.00美仙爭持。
周三紐約 6 月期金收報 1,283.40 美元，較
上日下跌 10.70 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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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 美元水平後走勢偏軟，周三曾回落至
1,274 美元附近，周四走勢偏穩，大部分時
間走動於1,277至1,282美元之間。

觀望法大選 金價回吐
雖然美元指數跌幅放緩，連日持穩 99 水
平，不過法國周日進行首輪選舉，朝鮮半島
的緊張局勢仍有進一步升級風險，部分避險
資金繼續流入金市，限制金價回落幅度。預
料現貨金價續於1,270至1,300美元上落。

金匯錦囊
紐元：紐元於 69.00 至 71.00 美仙爭持。
金價：現貨金價料於 1,270 至 1,300 美元上
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