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盈利佳 亞股前景仍樂觀

未來一周亞洲國家經濟數據留意
中國5月製造業/非製造業採購經理
人指數，依據彭博資訊對分析師調
查顯示，5月數據仍將較4月數據微
幅放緩。此外，留意日本第一季資
本支出數據、韓國5月進出口貿易
數據、印度第一季GDP數據。

中美百日計劃降風險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資金回

流效應帶動亞股於今年前四個月漲勢
亮眼，不過現階段亞洲出口仍處改善

趨勢，不僅受價格上揚影響，實質出
口量能也有所增溫，以中國為例，摩
根士丹利以其全球貿易領先指標觀
察，顯示中國出口可望持續處於復甦
軌道，今年出口增長率將創2012年
來最佳水平，此也將提振國內企業資
本支出動能，可望抵減中國官方於房
地產與金融市場等領域緊縮政策對國
內需求產生的衝擊。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指出，中美雙

方已達成貿易談判百日計劃早期收
穫清單，後續也將繼續進行中美經

濟合作一年計劃，評估中美在貿易
談判上的持續進展，有助降低先前
市場擔心的兩國爆發貿易戰爭風
險，有利提升整體亞股投資者風險
偏好。

亞股PE較全球折讓2成
此外，亞股預測市盈率(PE)相較

全球股市仍有逾二成折讓空間，且
依據高盛證券資料，在一萬億美元
規模的全球股票型基金中，相對指
數約減持亞洲市場500個基本點，
股市持續上漲下經理人將有回補亞
股倉位的壓力，預期在基本面、評
價面等優勢加持下，亞股仍有持續
吸引資金回流空間。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亞洲主要股市在歷經2017年前四個月強勁

漲勢後，雖然經驗顯示亞洲股市在5月至8月

的單月平均表現都是較差的，期間亞洲的外資

超買動能也較為疲弱，不過仍樂觀看待亞股後市表現，原因

是2017年亞洲企業盈利增長率回升至15%水平，相較2011

至2016年2%的年複合增長率，目前正處於盈利動能回升的

第一年，預測2018至2019年增長率介於8%至10%區間是

相對合理可達到的。 ■富蘭克林投顧

保守黨選情下滑 打壓英鎊走勢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英鎊兌美元走勢，在高位區間震盪多日
後，英鎊於上周五出現挫跌，低見1.2772
美元。市場假定如果文翠珊在選舉中以壓
倒性優勢獲勝，將使她較容易應對自己所
在執政黨中主張硬退歐的人士，這樣可以
與歐盟談判出一個更順暢的退歐路徑，這
是支撐英鎊的一個因素。不過，這種看法

卻受到最近民調結果的挑戰，民調顯示保
守黨的領先優勢在下滑。

恐襲事件令支持收窄
據YouGov最新民調顯示，在距離大選

不到兩周之際，曼徹斯特遭襲後，保守黨
的領先優勢縮小收窄至 5 個百分點
(43%-38%)，這是文翠珊上任首相以來的
最弱水平。而之前在周四公佈的經濟數據
表現遜色，亦已打壓英鎊走勢。英國第
一季國內生產總值(GDP)修正後為較前季
增長0.2%，初估值為增長0.3%。報告中
的分項數據進一步顯示，在英國投票決定
脫離歐盟一年後，經濟開始陷入困境。

1.2740為短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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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將先要矚目於1.3050水平，此前
歷經多日仍是難越雷池，若未能穿越此
區，需防範回吐風險。250天平均線目前
位於1.2740，將視為較近支持參考，下一
級留意上升趨向線1.2680以至100天平均
線1.2560水平。
美元兌瑞郎方面，技術圖表而言，自去
年底大幅上漲後，美元兌瑞郎在過去幾個
月呈現一浪低於一浪的下跌行情，尤其
這兩個月的短暫上衝亦未能明確突破1.01
水平，更促成了雙頂下挫的形態，頸線位
於0.9850，此區亦會作為較近阻力參考，
較大阻力預估為250天平均線0.9920及
1.01水平。MACD指標已出現下破訊號
線，RSI及隨機指數自超買區回落，料美
元兌瑞郎仍會維持下探行情，目標將為
0.96水平。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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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採購經理人指數；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GDP:國內生產總值；HICP: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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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工業生產初值。預測+4.3%。前值-1.9%

5月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5月官方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4月房屋信貸月率。前值+0.5%

4月實質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2%。
前值+0.1%；年率。預測+2.2%。前值+2.3%

4月失業率。前值11.7%

5月經季節調整失業人數變化。預測減少1.5
萬人。前值減少1.5萬人

5月未經季節調整失業人數。前值256.9萬人

5月經季節調整失業率。預測5.7%。
前值5.8%

5月經季節調整失業人數。前值254.3萬人

5月投資者信心指數。前值22.2

4月消費者信貸。預測增加15.5億。
前值增加16.24億

4月抵押貸款發放金額。預測增加30.00億。
前值增加31.05億

4月M4貨供額月率。前值+0.3%

5月CPI月率初值。前值+0.4%；年率初值。
前值+1.9%

5月HICP年率初值。預測+1.5%。
前值+1.9%

5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HICP年率。
預測+1.0%。前值+1.2%

4月失業率。預測9.4%。前值9.5%

3月GDP月率。預測+0.2%。前值持平

第1季GDP季率。前值+0.6%

5月芝加哥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預測57.0。前值58.3

4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指數。前值111.4；
月率。預測+0.3%。前值-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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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於1.2750至1.2950美元上落。
金價：現貨金價料於1,245至1,275美元上落。

希
債
再
受
關
注

金
價
彈
升
未
持
久

現貨金價本周二早段向上觸及1,270美元水平的4周高
位後遇到回吐壓力，一度走低至1,261美元附近。英國下
周四舉行大選之際，投資者再度關注希臘債務問題，加上
意大利有機會提前大選，市場避險氣氛略為升溫，現貨金
價一度於周二重上1,270美元水平，惟升勢未持久，加上
市場對美國本周五將公佈5月份非農就業數據，可能左右
美國聯儲局6月14日會議結果，金價升幅稍為放緩。預料
現貨金價於1,245至1,275美元之間上落。
英鎊上周初受制1.3040美元附近阻力後走勢逐漸偏弱，
上周尾段跌幅擴大，失守1.28美元水平後曾走低至1.2775
美元附近4周多低位，本周初略為反彈，周二重上1.2870
美元水平。英國國家統計局上周四公佈首季經濟修訂值，
將首季經濟下修至按季增長0.2%，低於前值的0.3%之
外，更大幅遜於第4季的0.7%升幅，顯示英國經濟增長有
迅速放緩傾向，英鎊未能持穩1.30美元水平後走勢轉弱。

意大利或提前大選
英國曼徹斯特上周初發生恐怖襲擊後，英國最新的大選
民調顯示，執政保守黨的領先優勢大幅收窄，預示保守黨
不容易在議會取得較預期為多的議席，同時增加大選結果
的不確定性，消息導致英鎊上周五跌勢轉急，一度失守
1.28美元水平。雖然意大利最遲明年5月舉行大選，但意
大利前總理倫齊提議意大利大選與德國同期舉行，增加意
大利提早在今年第4季進行大選的機會，消息令歐元連日
下跌，周二更回落至1.1110美元附近1周低位，帶動歐元
兌英鎊交叉匯價從上周五的0.8750水平下跌至本周二的
0.8655附近，稍為減輕英鎊的下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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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5月報告表示，從全球貿易領先指標觀察，顯示中國出口可
望持續處於復甦軌道，今年出口增長率將創2012年來最佳。圖為中國連雲
港貨櫃處理。 資料圖片

福州海交會簽投資145項涉27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福州報道）第十
九屆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近日在福建省福州市舉
行，海內外客商聚焦「海上福州」建設，「一帶

一路」戰略在福州落地生根，
一批重大項目可望落戶。在期
間的「海上福州」招商推介會
暨重點項目簽約儀式上，福州
市共簽訂重點項目145項，總投
資 2,705 億元（人民幣，下
同），其中100億元以上項目7
個。如總投資100億元的中國船
政文化城一期，將依託船政文
化和特色工業遺產資源，打造
福州馬江片區以船政文化為主
題的港口複合型活力中心。
據悉，本屆海交會展區規劃

總面積12萬平方米，設10個展
廳，約4,630個展位，分為海上福州建設展示
區、海峽兩岸特色產品展區、海絲沿線國家和
地區商品展區三大主題板塊。有59個國家和地

區商品現場展銷。
烏干達展位負責人Regina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時表示，他已經是第三次參加海交會
了，今年帶來了手鼓、木雕和乳木果油三大類
產品，希望通過海交會與海絲沿線國家和地區
商家進行合作。

台灣館連續8次亮相突出產品創意
本屆海交會繼續凸顯海峽特色，展館東區約

5.8萬平方米，主要展示海峽兩岸特色產品。其
中，展館的7號、8號展廳主要展示台灣前衛智
能科技產品、消費電子產品、VR產品等，持續
拓展兩岸的經貿交流。
本次是台灣館自2010年起第8次亮相海交
會，共有120家台企參展，主要展出農產食
品、文創禮品、家居生活及美容生物科技等四
大區塊。

■海內外客商聚焦「海上福州」建設，「帶路」戰略在福州落地
生根，一批重大項目可望落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攝

商洽會境外參展企業逾4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昆明報道）

2017南亞東南亞國家商品展暨投資貿易洽談會
（下簡稱商洽會）執委會日前通報，將於6月
12日至18日在昆明舉辦的2017年商洽會國際
化趨勢明顯，各國企業參展踴躍，在認購展位
的4,000餘家企業中，境外企業佔比達41.2%。
本屆商洽會共設置包括開幕大廳在內的17個
展館，展覽面積共17萬平方米，折合8,000個
標準展位，分設旅遊、大健康與海洋生物製
藥、製造業、國際產能合作、高原特色農業、
機電、木文化等專題館。

東盟10國參展
本屆商洽會獲全球51個國家和地區積極響

應。東盟10國悉數參展，即將成為東盟新成員
的東帝汶也首次參展。老撾作為本屆商洽會主
賓國，除展區外還專設600平方米主賓國展
區；南亞館則按國家劃分為8個區域，共672
個標準展位，結合南亞各國形象特點，根據國
別進行整體區域特裝。巴基斯坦作為本屆商洽
會的主題國，除展區外，亦設600平方米主題
國展示區。

■ 執委會
主任高樹勳
通報商洽會
籌備情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丁樹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 合肥報
道）安徽江淮汽車股份董事會日前公
告，公司收到國家發改委批覆，同意
建設江淮汽車與大眾汽車(中國)合資
生產純電動乘用車項目。其中，項目
單位暫定名為江淮大眾汽車有限公

司，產品將設立全新自有品牌和商
標，拓展國內、國際市場。
該項目總投資為 506,111 萬元
（人民幣，下同）。其中，建設投
資295,153萬元，流動資金210,958
萬元。

青島港夥中遠海運拓「帶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山
東報道）青島港（集團）有限公司
與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日前
在青島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雙
方將在港口航運業務、物流業務、
港航金融業務、航運服務業務等方
面廣泛合作，共同融入國家「一帶
一路」戰略。
根據協議，雙方通過建立資本紐

帶關係進一步密切港航企業合作，
共同推進「一帶一路」沿線重要港
口的合作，做大做強國內外港口業
務，實現資本、服務和管理的輸

出；深化航運業務合
作，共同支持青島打
造東北亞國際航運中
心。與此同時，雙方
不斷深化青島地區的
航運服務相關產業合
作，共同提升青島港
作為區域航運中心的
服務能力。在遠、近
航線和內陸班列體系
以及海上直線網絡等

方面雙方也將通力合作，共拓海、
陸市場腹地，提升市場佔有率。

打造港航合作全球經典
中遠海運集團董事長許立榮表

示，該集團正大力發展「6+1」產
業集群，都與港口有關。
雙方將共同投資「一帶一路」沿

線的海外優良港口，中遠海運集團
發揮航線、貨源等優勢，青島港輸
出高素質管理團隊，共同抓好海外
碼頭的運營，打造港航合作的全球
經典。

■青島港與中遠海運集團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江汽與大眾合產電動乘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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