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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投資外國債券。前值買超4,261億

上周外資投資日股。前值買超2,415億

第1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預測+0.4%。前
值+0.3%；環比年率。預測+1.7%。前值+1.2%

4月就業人數。預測增加0.5萬人。前值增加6.09萬人

4月全職就業人數。前值增加7.45萬人

4月就業參與率。預測64.7%。前值64.8%

4月失業率。預測5.9%。前值5.9%

4月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月度報告

4 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 1.0%。前
值-1.8%；年率。預測+2.1%。前值+1.7%

4月扣除能源的零售銷售月率。預測+1.1%。
前值-1.5%；年率。預測+2.5%。前值+2.6%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5月13日當周)。
預測24.0萬人。前值23.6萬人

四周均值(5月13日當周)。前值24.3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5月6日當周)。預測
196.0萬人。前值191.8萬人

5月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數。預測19.5。前值22.0

4月領先指標月率。預測+0.4%。前值+0.4%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下試111.0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6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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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日圓上周持續受制114.35附近阻力
後走勢偏軟，本周三曾走低至112.25附近1
周多低位。美國聯儲局本月3日會議後公佈
的聲明內容偏向強硬，增加聯儲局6月份加
息機會之後，美元兌日圓僅從112水平反覆
走高至上周的114.35附近便明顯回落，反映
投資者憂慮華盛頓持續受政治事件糾纏，虛
耗改善美國經濟的時間，再加上美國長債息
率連日反覆回落，逐漸增加美元的下行壓
力。同時，黑客向全球電腦發動攻擊的事件
可能還未完結，令市場的避險氣氛有升溫傾
向，對日圓構成支持，該些因素將進一步不
利美元兌日圓的短期表現。
日本內閣府昨天公佈首季機械訂單按季掉
頭下跌7.9%之際，美國商務部亦於同日早
上發表聲明，認定日本出口到美國的鋼筋有
傾 銷 行 為 ， 傾 銷 幅 度 從 206.43% 至
209.46%，將交由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在6
月29日前批准向日本徵收反傾銷稅。雖然
日本去年向美國出口鋼筋的金額僅有9,610
萬美元，但美國商務部的行動預示有保護主
義傾向的美國可能在往後的貿易協商中，將
對日本的出口及日圓匯價施加壓力。預料美
元兌日圓將反覆下試111.00水平。

避險升溫 金價上望1260
周二紐約6月期金收報1,236.40美元，升
6.4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持穩1,227美元
水平後逐漸反彈，昨向上衝破1,240美元水
平後升幅擴大至1,248美元的兩周高位，延
續上周尾段的反彈走勢。受到近期黑客攻擊
全球電腦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受國內政治事
件纏繞影響，市場避險氣氛稍為升溫，美元
指數跌幅擴大，部分投資者傾向掉頭回補黃
金空倉，帶動金價反彈。預料現貨金價將反
覆走高至1,260美元水平。

季尾前五大變數 多元配置降風險

保德信策略回報ETF組合基金經理人
歐陽渭棠分析，從OECD領先指標持
續上揚，加上Ifo全球經濟氣候指數明
顯改善，顯示世界經濟繼續擴張，雖現
階段多數股票指數價位及市盈率處於高
位水平，但就目前股、債水平而言，股
票依然提供較佳的投資價值，預期在景
氣及企業盈利的支撐下，股優於債的投
資大方向不變。

經濟擴張 股仍優於債
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股市雖

「驚漲」，但基本面堪稱扎實，美國第二
季經濟數據陸續揭曉，不僅就業市場穩
健，且消費者信心在勞動市場支撐下回
揚，加上營建業需求增加、零售貿易表現
亦普遍回揚，使消費數據一如預期走升。
針對歐洲市場，保德信投信指出，自

4月法國第一輪總統大選由馬克龍勝選
後，歐洲政治不確定性的降溫，歐元區
金融市場信心水平來到歐債危機以來新
高，根據目前所公佈的財報結果，歐股
以能源與金融類股領先，惟短期歐洲市
場恐將輪動調整。

油組下周會議 資源股料波動
歐陽渭棠提醒，投資者應留意下周

(25日)登場的OPEC例會，資源類股有
機會因例會結果出現不小的波動，而一

旦英、法選舉不如市場預期，歐股勢必
跟着震盪；此外，近期財報及政治面利
好反映後，大盤波動可能隨之加劇，建
議以加碼股票之多重資產型基金參與投
資。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全球網絡受WannaCry病毒攻擊事件帶動科技股

走高，再加上油價大漲，美國股市標普500和納指

在昨天迭創新高，歐洲也跟着「驚漲」。不過，到

本季尾之前，尚有油組(OPEC)例會、G7高峰會、英法兩國的國會

選舉及聯儲局利率決策等五大變數，建議投資宜多元配置，兼備

股、債、資源三大類資產，降低波動風險。 ■保德信投信

「洩密門」涉政治風險 美元續承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美元本周持續走軟，美元指數周三一度跌破98關
口，創逾半年新低，基本完全回吐了自去年11月特
朗普勝選美國總統以來的全部漲幅。對特朗普政府將
推出稅收改革和刺激舉措的憧憬，曾提振美元指數1
月3日觸及14年高位103.82。美元正遭遇衝擊，特朗
普先是解僱FBI局長科米後又陷入「洩密門」，引發
政府公信力危機。
周二有報道稱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時任美國FBI局

長的科米，結束針對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弗林(Mike
Flynn)與俄羅斯之間關係的調查。然後與俄羅斯外長
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會面時洩露了有關伊斯蘭國
的機密國家安全資訊。該報道令人提出是否可對特朗
普提起阻礙司法指控的疑問，這使人們對美國總統推
行激進刺激計劃的信心受損。投資者在去年11月大
選之後就一直寄望於該刺激計劃。
美國近期公佈的經濟數據好壞不一，令人對美國經

濟的一些樂觀看法產生質疑。周二公佈的數據顯示，
美國4月製造業生產創三年多來最大增幅，但房屋開
工意外降至五個月低位。在此之前，美國上周五公佈
的零售銷售和通脹資料都不及預期。利率期貨顯示市

場仍預計美聯儲6月加息的概率將近75%，但此機率
低於一周前的逾80%。投資者押注2017年美聯儲再
加息兩次以上的可能性略低於50%，儘管美聯儲決策
者此前表示今年將再加息兩次。

英鎊空倉傾向回補
英鎊本周再度升向1.30美元，數據顯示投機者已

經削減了英鎊空倉，減少規模創下逾一年以來之最，
並且也是有記錄以來的第三大削減力度。在去年6月
公投退歐後，英鎊完全被負面看空人氣所籠罩，但自
從英國首相文翠珊在一個月前宣佈要求提前舉行大選
後，這種看空情緒已經減弱。上周五公佈的數據顯
示，截至5月9日當周，芝加哥國際貨幣市場的英鎊
淨空倉較前一周減少34,566張，至46,798張，為去
年7月以來最低。
英鎊兌美元走勢，以去年6月24日高位1.5018至

10月7日低位1.1450累積3,568點的跌幅計算，50%
的反彈水平為1.3230，擴展至61.8%則為1.3655。不
過，當前阻力先矚目於1.30關口，此前歷經多日仍是
難越雷池，若短期仍然無法破位，要防範回吐風險。
250天平均線目前位於1.2810，將視為較近支持參
考，下一級留意上升趨向線1.2680，若後市跌破此
區，將破壞近兩個月的上升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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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業 估 價
‧按揭估價
‧移民估價
‧物業買賣估價
‧清盤及接管
‧會計及核數
‧購買火險
‧市區重建局項目物業作市場價值上訴
‧中國及澳門物業估價

租 金 估 價
‧議定新租
‧續租

法 定 估 價
‧政府收地賠償/索償
‧印花稅上訴
‧差餉反對及其他稅務事宜

訴 訟 估 價
‧申請售樓令
‧家事法庭
‧專家報告
‧強制拍賣估價（香港法例第 545章
《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
‧專家證人(法院及土地審裁署)

土 地 事 務
‧申請短期租約
‧地契修訂
‧換地申請

發 展 顧 問
‧可行性研究
‧城市規劃申請
‧更改分區規劃大綱圖

建 築 顧 問
‧強制驗樓
‧漏水勘察
‧僭建物評估及修正建議
‧就《建築物條例》提供意見
‧專家證人

忠誠測量行
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查詢電話：2541 2282
info@cssurveyors.com

注意事項
所有競投者應委託其代表律師在拍賣前對其競投物業之業權及契據進行查察。競投者如未經查察而在拍賣會競投物業應自行承擔其風險，任何買家於拍賣師落鎚後必須接受其競投物業之業權及契據並不能對其物業之業權及契據進行質詢。而物業之有關契
據，在拍賣前可在賣方律師樓供買家查閱。再者，競投者應在競投前對其競投之物業已進行視察並滿意物業之狀況才作出競投，賣方並不保證該物業並無違例之建築，加建或改建。亦不保證物業之興建符合建築條例，買家不得對物業之違例建築，加建或
改建進行質詢或藉詞拒絕交易。 物業次序或有所調動，請各界人士預早到場。

忠誠拍賣行：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A室 忠誠測量行：中環皇后大道中142-146號金利商業大廈1樓 上海悅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86-21) 6521 6600

承賣主命

公開拍賣一艘躉船現存於
九龍油麻地貨物起卸區。
拍賣日期：2017年5月25日星期四上午十時三十分
查詢詳情請與周先生聯絡，電話：2581 9366

發 展 及 土 地 顧 問 服 務
客戶於物業發展或使用過程中，常會遇到城市規劃或地契條款的限制、以及改

變物業用途等方面的疑難，本公司資深測量師熟悉土地事務，能為客戶提供顧問
服務，並就以下各項向政府部門提出申請、商討及上訴：

查詢：2542 3223（關先生）

服務範圍包括：
‧改變土地及物業用途
‧短期租約
‧地契修訂
‧換地
‧補地價金額磋商及上訴

查詢：2853 7126（陳小姐）

租 務 管 理 服 務
◆ 擁有物業眾多，收租、交管理費、續約、應付租客投訴，樣樣煩

瑣，業主無暇兼顧？
◆ 身在海外，難以安排收租及處理租客查詢？
◆ 市況瞬息萬變，無法決定租金水平？
◆ 不懂如何甄選租客，怕遇上租霸或欠租問題？
◆ 出租單位需要維修及翻新，不知如何選擇承辦商、決定裝修項目

及安排時間監工？

忠誠測量行租務管理服務可以為你解決以上一切難題

租務管理
‧繳交水、電費、管理費及其他開支及代申報物業稅
‧處理租客投訴
‧處理欠租問題
‧收取租金及預備帳目紀錄
‧專人處理有關租務之所有煩瑣工作
‧每月均會收到有關物業收入及支出的所有帳目

代理及處理租約
‧甄選租客
‧續租
‧租金檢討
‧專人跟進物業銷售事宜

物業保養及維修
‧就物業狀況提供維修建議
‧取得及比較維修報價及聘請工程承辦商跟進工程
‧專人跟進工程，確保工程質素
‧跟進大廈公共地方修茸款項及政府部門發出之維修令
‧定期視察物業，提交物業報告，報告物業現狀
‧安排工程減少因天雨或颱風對物業造成損毀
‧安排消除白蟻、杜絕害蟲等滅蟲服務

拍賣拍賣
測量測量
代理代理

--超然佳績超然佳績
--專業保證專業保證
--信心之選信心之選

鄭永銘鄭永銘
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師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師

關樂平關樂平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

Mark StaplesMark Staples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 盧漢昌盧漢昌

註冊專業測量師註冊專業測量師
（（產業測量產業測量））
中國房地產估價師中國房地產估價師

林澤榮林澤榮
註冊專業測量師註冊專業測量師
（（產業測量產業測量）） 鄭世傑鄭世傑

拍賣師拍賣師
拍賣部總經理拍賣部總經理

周耀章周耀章
雜項部經理雜項部經理 梁嘉儀梁嘉儀

策劃部董事策劃部董事
香港大學理科碩士香港大學理科碩士
（（房地產房地產））

2581 9366 www.chungsen.com.hk C S GROUP 內有更多拍賣推介及影片

放盤咁耐，未有消息？拍賣幫到你！
專人處理/歷史悠久/信心首選

獨立龐大及策略性宣傳
能吸引大量區外及各地投資客戶

(網頁、報章、海報、傳單、電郵及傳真)

一星期六日廣告，全行最強
(一)星島/(二)明報/(三)大公報/(四)文匯報/(五)經濟/(六)睇樓皇

查詢或委託：2581 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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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主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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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7 8750李洽

1780萬開

睇樓：19/5（五）下午5-6時
20/5（六）下午5-6時

呎
實用 呎

花園 呎

天台 呎

物業（5）以連約出售，其餘物業以交吉出售。
＊以上所有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擔保其正確無誤＊ 牌照號碼：C-012527

茲定於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下午3時
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字樓Ａ
公開拍賣（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

承業主及法院令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物業地址
上水古洞路33號天巒天巒II洛卡諾大道19號屋。（可連
公司賣，一開即售）
北角七姊妹道100-104號天順樓22字樓Ｄ單位。（法院
令）
將軍澳翠琳路6號景明苑Ｂ座（暉景閣）35字樓10號單位

深水埗青山道76-82號金盟大廈（西九龍商務中心）高層
地下1號舖位。（一開即售）
深水埗青山道76-82號金盟大廈（西九龍商務中心）高層地
下2號舖位。（租期至7-2-2020租金$6000），一開即售
元朗丈量約份116號塘頭埔地段27及28號1字樓前座
（元朗塘頭埔村95Ａ號）。（法院令）睇樓 : 27/5(2-3)
黃大仙睦鄰街8號現崇山第1座36字樓Ａ單位。

將軍澳寶琳北路1號康盛花園商場1字樓111號舖位。
（一開即售）
黃竹坑業勤街33號金來工業大廈第2座1字樓Ｅ及Ｆ單位
連平台。睇樓 : 22/5(4-5)
黃竹坑業興街11號南匯廣場Pacific Link Tower 5字樓21
號單位及Ｂ座5字樓20號單位。睇樓 : 22/5(3-4)
香港仔興和街25號大生工業大廈10字樓Ａ1單位。
睇樓 : 18/5(3-4)
沙田橫壆街2-16號沙田中心平台第一層308號車位。
屯門建發街17號同德工業大廈6字樓Ｃ單位連停車場3字
樓Ｌ9號貨車車位。（總租金收入$11000）

平方呎
建築3183
實用1816
實用453
建築543
實用554
建築711
建築180

建築210

實用399
露台67
實用794
建築1033
實用220

實用536
平台384
實用1226
建築1742
實用4153
建築4840

xxx
建築1054

開價(萬)
2600

540

綠表340
自由480
138

150

98

1250

339

608

1260

2260

105
322

聯絡人
9833 1884鄭洽

9833 1884鄭洽

9833 1884鄭洽

9833 1884鄭洽

9833 1884鄭洽

5177 8750李洽

9138 6079劉洽

9833 1884鄭洽
9374 4386任洽
5303 2481梁洽

5303 2481梁洽

5303 2481梁洽

9374 4386任洽
9833 1884鄭洽

物業（8）以連約出售，其餘物業以交吉出售。

茲定於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下午3時
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字樓Ａ
公開拍賣（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

承業主、銀主命
及法院令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物業地址
葵涌永建路16-20號高威工業中心Ｂ座13字樓5號單位。
葵涌永建路16-20號高威工業中心Ｂ座13字樓12號單位。
元朗南坑村丈量約份118號地段668、669及671號。

尖沙咀彌敦道36-44號重慶大廈重慶站2字樓2-325號
舖位。
大角咀海帆道11號凱帆軒第2座8字樓Ｆ單位。（一開
即售，事故單位）睇樓 : 20/5 (2-3)
元朗牛潭尾路23號葡萄園洛菲大道18號屋。（銀主命）
睇樓 : 19/5(5-6) 20/5(5-6) 22/5(5-6) 23/5(5-6)

屯門樂翠街6-18號青麗灣別墅Ｅ1號屋連花園及1號及
2號車位。（銀主命）
睇樓 : 19/5(5-6) 20/5(4-5) 22/5(5-6) 23/5(5-6)
大埔鄉事會街9-15號寶蓮樓大日子商場1字樓170號
舖位。（租期至9-10-2017 租金$8550）
土瓜灣興仁街6號1字樓（唐2樓）。（法院令，一開即售）
睇樓 : 20/5(2-3) 23/5(5-6)
長沙灣深盛道9號宇晴軒3字樓Ｍ4及Ｍ5號電單車車位。

平方呎
建築440
建築583
地盤面積
約10890
實用36
建築72
實用426
建築608
實用2150
花園516
天台703
建築3123
實用1326
花園1270
平台495
建築2150
建築56

實用480

xxx

開價(萬)
156
204
550

119

550

1780

1650

175

275

60

聯絡人
9138 6079劉洽
9138 6079劉洽
9138 6079劉洽

6922 4519馬洽

5177 8750李洽

9833 1884鄭洽
9092 0099吳洽
6256 0788樊洽
5177 8750李洽
9092 0099吳洽
9374 4386任洽
9138 6079劉洽
6922 4519馬洽
6922 4519馬洽

6922 4519馬洽

9138 6079劉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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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尾前國際政經大事焦點
時間

5月25日

5月26-27日

6月8日

6月11、

18日

6月13-14日

資料來源：彭博，保德信投信整理，2017年5月16日

政經大事

油組(OPEC)例會

G7高峰會

英國國會選舉（提前）

法國國會選舉（兩輪

制）

聯儲局FOMC

市場分析

持續減產概率高

屆時將討論亞太地區（朝鮮半島）情勢升溫時，國際

間的合作；而美國總統特朗普亦將決定是否退出巴黎

氣候協定

確立英國首相文翠珊領導英國脫歐的力度

法國總統馬克龍執政後，國會選舉將是他能否順利推

行政策的關鍵，也確立法國是否堅定留歐

再次加息概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