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334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6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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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大選首輪選舉結果在周一亞洲時
段揭盅，親歐中間派馬克龍以過於極右派的
勒龐兩個百分點勝出，令其在下月投票當選
新任總統的機會大增，令歐盟不穩的政治風
險大為降溫，歐洲股匯急升，金價應聲急跌
15美元，一度跌穿1,270美元支持，低見
1,265美元。
上周五紐約6月期金收報1,289.10美元，較

上日升5.3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五受制1,288
美元水平後，昨天迅速遭遇回吐壓力，失守
1,270美元水平後跌幅擴大。法國總統大選首
輪選舉投票結果令市場避險氣氛顯著降溫，
歐洲股市明顯反彈，不利金價短期表現，現
貨金價的跌幅有進一步擴大傾向。預料現貨
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60美元水平。

油價越50美元 加元反彈
美元兌加元上周尾段曾走高至1.3525附近

6周高位，昨天受制1.3500水平後掉頭回落
至1.3410附近。加元匯價上周走勢偏弱，主
要是紐約期油上周初受制每桶53美元水平後
反覆下跌，上周五失守50美元水平後更險守
49美元水平。此外，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
佈3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按年上升1.6%，低
於2月份的2%升幅，而3月份扣除食品及能
源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則按年上升1.7%，亦遜
於2月份的2%升幅，數據顯示通脹有放緩傾
向，並且再度低於央行的2%通脹目標範圍，
是導致美元兌加元上周五重上1.35水平的原
因之一。
另一方面，法國總統大選首輪選舉結束，

民調顯示中間派候選人馬克龍有機會在5月7
日第二輪選舉中擊敗極右的勒龐，市場避險
氣氛明顯降溫，除了引致歐元周初早段急
升，一度觸及1.09美元水平之外，同時有助
商品貨幣表現。隨美元指數本周初未能企
穩99水平，美元兌加元持續遇到回吐壓
力，再加上紐約期油本周初重上50美元水
平，有利加元作出短期反彈，預料美元兌
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3340水平。

法選戰利好 風險資產續反彈

民調機構Politico及 IFOP預測，第
二輪選舉馬克龍有望受到共和黨菲永
及社會黨哈莫的支持者轉向，在第二
輪選舉中，將以62%比38%大勝勒龐
成為法國新任總統。

政治變數釐清 有利歐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昨日發表
最新看法，預期馬克龍將從菲永及哈

莫的選民獲得一些支持，部分哈莫的
支持者可能選擇支持勒龐或棄權，政
治變數初步釐清，有利歐洲股市、歐
元回復基本面，呈現好態勢。不過，
預計在5月7日的最後一輪投票之前，
市場仍將保持波動，屆時若馬克龍取
得勝利，將有利歐元、法國國債及歐
洲外圍國家國債表現，惟不利避險德
債。

他指出，
法國大選第
一輪投票結
果，在法國
政局上，留
意不論勒龐
或馬克龍所
屬政黨皆為
小黨，這也
讓6月的議
會選舉更為
重要，將影
響後續的政
策推行。

佈局金融工業能源類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經理人波

斯瑪表示，看好歐洲景氣復甦及通脹

升溫，通脹環境有利歐洲企業盈利及
價值型投資者，目前佈局側重金融、
工業及能源類股，多元分享歐洲景氣
回升行情。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法國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結果出爐，法國內政

部統計約96%票數結果顯示，法國中間路線候選

人馬克龍和民粹主義候選人勒龐，分別以約

23.9%和21.4%的投票率勝出，雙雙取得進入5月7日第二輪選

舉的資格，馬克龍已獲其餘兩黨候選人支持而將在下月的第二輪

投票中當選新任總統，紓緩「法脫歐」的憂慮，政治變數初步釐

清，有利歐洲股市等風險資產行情。 ■富蘭克林投顧

法大選明朗化 歐元大幅跳升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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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選舉首輪投票剛於周日結束，根據初步點
票結果，中間派候選人馬克龍與極右國民陣線領袖勒
龐將進入總統選舉第2輪投票。事實上，此前的機構
民調就顯示，儘管有共和黨候選人菲永以及「黑馬」
極左翼候選人梅朗雄攪局，但馬克龍與勒龐攜手進入
第二輪，在首輪投票開始前就被業內人士視作了最有
可能出現的大選對局，因此今趟結果未有出現什麼意

外，並令金融市場鬆了口氣，避險敞口大規模解除。
歐元兌美元周一跳空高開，而被視作為避險資產的

黃金大幅挫跌。投資者原本擔心若有任何極左翼候選
人殺出重圍與勒龐進行最後對決，那麼歐元的未來將
不太妙；歐元在一股釋然的情緒下跳漲，兌美元上漲
至1.0935美元，一度觸及去年11月初以來最高水平。
法國總統選舉首輪投票後進行的民調顯示，馬克龍將
在第二輪投票中大勝，取得近三分二選票。

央行本周議息 抑歐元漲勢
歐洲央行(ECB)將在本周公佈利率決議，

故在議息結果公佈前歐元的進一步漲勢或會
受限。除歐洲央行外，本周主要國家公佈數
據密集，特別關注美國耐用品訂單以及第一
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等數據。
技術圖表所見，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均
處於超買區域，或預示歐元即將進行調整。下
方支持先留意1.08水平，另外，起延自1月的
上升趨向線位於1.06水平，本月早段歐元已曾
逼近此支撐，倘若後市破位，將為歐元迎來進
一步弱勢響起警號，其後則會矚目於1.05關口，
上兩個月匯價亦曾探試此區但力保不失，故
當前需慎防若今次失守，或會開展較猛烈跌勢。

倘突破1.09將挑戰1.1關
至於向上阻力料為250天平均線1.0910。

以黃金比率計算，由去年 5月 3日高位
1.1614至1月3日低位1.0339，累計跌幅約
1,275點，若作出50%及61.8%的反彈水平
則分別可看至1.0980及1.1130。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72017年年44月月2525日日（（星期二星期二））B6

香港文匯報訊 貿發局家品展及家紡展
前日結束，兩展4天展期合共吸引來自111
個國家及地區，超過48,000名買家入場參
觀採購，較去年微升約2%。成熟市場如
澳洲和韓國以及新興市場包括中國內地、
巴西、俄羅斯、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買家
數目均錄得雙位百分比增長。

大會委託的獨立調查機構在展覽期間
訪問了超過550名買家及參展商，了解
家品市場的最新情況。調查結果顯示，
業界對今年家品市場的前景審慎樂觀，
有36%的受訪者預期，今年產品的整體
銷售會有增長，預期會持平的佔51%。
另外，亦有四成受訪者表示，2017年面
對的主要挑戰是營運成本上升(42%)及
原材料價格波動(40%)。
然而，香港作為貿易平台的競爭力不

減，逾半買家(54%)預期將透過香港採
購更多家品。他們認為香港家品的優勢
是質素(75% )及符合安全規定/標準
(73%)。同時，逾六成受訪參展商預期
今年透過香港銷售的貨量會有所增加，
按年上升6個百分點。
此外，受訪者被問及對各個市場增長

前景的看法，在傳統市場中，香港名列
三大增長前景理想的地區之一， 其他
市場包括北美及西歐；而中國內地及東

盟多國則是增長前景最佳的新興市場。
調查亦了解業界對今年產品潮流的看

法，受訪者認為，環保產品、傢具、廚
具及配件最具增長潛力。產品風格方
面，簡約設計(45%)、時尚設計(30%)及
多用途產品(29%)則是本年大行其道的
設計風格。

初創企業以展覽為跳板
值得留意的是，今屆家品展新增「初

創」專區，讓初創企業以超值的價錢租用
專區展位，以展覽為國際跳板，接觸海外
買家，為產品一試水溫。港商Butterfleyez
於兩年前成立品牌，專營創意餐具及掛飾，
以中西合璧及無鉛產品為賣點。該公司兩
位董事侯覺文及盧潔玲表示，品牌首次參
與家品展，已經成功吸引來自歐美餐飲業
的買家，更有廣州入口商計劃訂購2,500
件產品，參展效果理想。
另一台灣初創企業高喬科技有限公司

期望透過參展將香薰機推廣至海外市
場。其副總經理李燕妮提到，產品已在
台灣及中國內地獲得專利及認證，每秒
能產生250萬粒離子及淨化空氣，亦成
功在展會上獲得中國內地及香港買家垂
青，計劃訂購產品；亦正與來自南非及
亞洲的買家作進一步洽談。

環保產品帶動商機
隨環保意識持續提升，環保是重要

的設計元素之一。現場調查發現，買家
認為環保產品是今年最具增長潛力的產
品，這看法亦剛好反映在今屆展會上。
孟加拉出口推廣局的副幹事 Abdur
Rashid表示，孟加拉館的產品符合環保
概念，而且品質好、設計獨特，手工精
細，參展商接到不少買家查詢，也接觸
到來自歐洲、日本及韓國的新買家。
來自匈牙利的Rezon 2000 Kft.公司經
理Marton Jó zsef表示已經找到6家來自
中國內地、香港及越南的潛在供應商，採
購環保餐桌用品、室外傢具及玻璃器皿，
首次下單將向每個新供應商採購一至兩萬
美元的產品，以測試市場反應。

家品展調查︰近四成業界料今年生意增
香港文匯報訊 泰凌醫藥（1011）昨宣佈，由集團主

辦的「喜滴克上市暨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症(MDS) II 期
臨床啟動大會」於前日（23日）在北京圓滿舉行，集團
擁有的國家 1.1 類新藥「喜滴克」(尿多酸肽注射液)正
式在內地市場上市銷售。
來自中國醫學科學院血液病醫院、北京大學人民醫

院、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等 18 家醫院的
知名血液科專家、以及來自全國多個商業單位及零售藥
房的相關人員均參加了啟動大會，進行互動交流，顯示
出各界對「喜滴克」進行上市銷售的重視和期待。

治療非小細胞肺癌乳腺癌
據介紹，「喜滴克」具有全球獨家知識產權及相關專

利，獲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批准上市，
用於治療非小細胞肺癌和乳腺癌，並已於今年 3 月份
開始投產。新增適應症 MDS 正在進行Ⅱ、III 期臨床
研究，並獲 CFDA 批准進入創新藥品綠色快速審批通
道，創新成果有望盡早進入市場。
集團相信，喜滴克的正式上市銷售，將擴大集團產品

在腫瘤治療領域的市場佔有率，為集團經營帶來強勁支
持，為業績增長帶來持續貢獻。

泰凌肺癌新藥「喜滴克」上市

■家品展及家紡展兩項展覽帶來不少
新穎設計，吸引不少買家踴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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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選第一輪投票結法國大選第一輪投票結
果果，，由親歐中間派馬克龍勝由親歐中間派馬克龍勝
出出，，並獲共和黨菲永及社會並獲共和黨菲永及社會
黨哈莫表態在下月第二輪投黨哈莫表態在下月第二輪投
票中支持票中支持，，令馬克龍擊敗極令馬克龍擊敗極
右的國民陣線勒龐的概率大右的國民陣線勒龐的概率大
增增。。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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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4月商業景氣指數。預測104。前值104
3 月公共部門淨借款(PSNB)。預測
15.00億。前值10.83億
3月公共部門收支短差(PSNCR)。前值128.75億
2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屋價格月率。前值持平
2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屋價格年率。前值+5.7%
2月CaseShiller-20個城市經季調房價
指數月率。預測+0.6%。前值+0.9%
2月CaseShiller未經季節調整房價指數
月率。前值+0.2%
2月CaseShiller未經季節調整房價指數
年率。預測5.7%。前值+5.7%
4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22.9。前值125.6
3月新屋銷售年率。預測58.5萬戶。前值59.2萬戶
3月新屋銷售月率。預測-0.5%。前值+6.1%
4月里奇蒙聯儲綜合製造業指數。前值正22
4月達拉斯聯儲服務業營收指數。前值15.2

財經新聞投資理財

� � �

����	

����

����

����

��51�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