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元兌加元上周五受制
1.3550附近阻力後遇到下行
壓力，昨天曾向下逼近
1.3460水平。加拿大統計局
上周五公佈4月份出口值攀
升1.8%至477億加元紀錄新
高，連續兩個月上升，引致

4月份貿易逆差縮窄至3.7億加
元，較3月份的9.36億加元逆差
大幅收窄，顯示加拿大外貿有轉
強傾向，對加元構成支持。雖然
美國上周五公佈5月份失業率下
降至4.3%，不過新增非農就業職
位少於預期，而4月份的新增職
位更被向下修訂，就業參與率回
落至62.7%，數據增添美國聯儲
局下半年加息幅度的不確定性，
美元指數下跌，是導致美元兌加
元失守1.35水平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埃
及、阿聯酋與巴林昨天突然宣佈
跟卡塔爾斷交，消息帶動紐約7
月期油迅速反彈至每桶48.42美元

水平，不過斷交舉動對
實質原油產量可能沒有
多大影響，布蘭特及紐
約期油其後反而急速掉
頭下跌。隨着美國總統
特朗普上周宣佈退出
《巴黎氣候協定》，將
有助美國石油業進一步
增產原油，不利油價走
勢，限制加元反彈幅
度，預料美元兌加元將
反覆走高至 1.3570 水
平。

恐襲氛圍 金價上試1290
上周五紐約8月期金

收報1,280.20美元，較
上日升10.10美元。美國5月份非
農就業數據遜於預期，聯儲局今
年加息幅度可能低於市場預期，
美元指數失守97水平，帶動金價
升幅擴大，再加上英國上周六遭
遇恐怖襲擊事件，增加市場避險

氣氛，對金價構成支持，8月期金
本周初曾向上觸及1,282美元水平
6周高位。受到投資者憂慮歐洲及
英國持續出現的恐襲事件將變得
常態化影響，預料現貨金價將反
覆走高至1,29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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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先升後跌 加元續下行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上望1.357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上試1,29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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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選不確定性 歐元超買防回吐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上周美國公佈的經濟數據普遍稍遜預期，令非美貨幣
均呈反覆上揚，特別是周五公佈的非農就業人口，表現
頗為不濟，這直接打壓美元指數跌至96.65的半年低
位。本周基本面也有重大的不確定性，英國將舉行大
選，歐洲央行召開貨幣政策會議，這兩大因素或許又將
對國際金融市場造成巨大衝擊。

保守黨領先優勢縮小
民調顯示，英國首相文翠珊所在的保守黨領先優勢收

窄，這增加了大選結果的不確定性。多數民調顯示，保
守黨的領先優勢縮小，其中一份調查結果甚至顯示領先
優勢只有3個百分點。文翠珊勝選呼聲仍較高，但多數
議席優勢若不擴大，則可能削弱其對黨內疑歐派議員的
影響力，並提高與歐盟產生嚴重矛盾的可能性。英國脫
歐正式談判將開始，如果她在議會中失去多數支持，將
令英國政局陷入混亂。
在英國周四舉行大選的同時，歐洲央行決策者也將召

開貨幣政策決議。外界普遍預期歐洲央行將維持貨幣政
策不變，因此焦點將放在歐洲央行對增長風險評估的轉

變上；轉變可能會暗示歐洲央行何時有意結束刺激政
策。

歐央行政策立場受關注
據分析調查顯示，歐洲央行6月8日會議上對經濟的

看法料將略為更加樂觀，有可能將經濟風險評估調升至
風險平衡，或是開始討論調整原本傾向放寬政策的立
場。隨着歐元區經濟增速明顯加快，歐洲央行已準備好
承認這一改善，將刪除「下行風險」這一說法，改為
「風險大體均衡」。今年以來歐元區指標顯示，經濟增
長超出預期。消息人士稱，對歐洲央行改變政策立場的
速度仍存在分歧，歐元區周邊國家也表示，過快轉變立
場將可能弄巧成拙，引發市場動盪。不過調查還指出，
歐洲央行還不太可能會暗示對資產購買速度作出任何調
整。

短線支持位1.10關
歐元兌美元上周升見至1.1285，至本周一稍為回調至
1.1230水平。需留意歐元此前曾多番受制於1.1260水
平，而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已見自超買區域回落，
因此需留意歐元若在短期內仍然未能明確破位，料將呈
現回挫風險。以自四月起始的累計漲幅計算，38.2%及
50%的回吐水準為1.1010及1.0925，擴展至61.8%則為
1.0840。至於歐元若可再作上破，進一步阻力可參考
1.13及1.1430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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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零售業聯盟（BRC）同店零售銷售年率。前值+5.6%
4月加班工資。前值-1.7%
第1季流動賬。預測持平。前值39億赤字
第1季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百分
點）。預測負0.35。前值正0.2
6月央行利率決定。預測1.5%。前值1.5%
6月Sentix投資者信心指數。預測正27.5。前值正27.4
4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2%。前值+
0.3%；年率。預測+2.3%。前值+2.3%
4月JOLTS職位空缺數。前值574.3萬個
5月 Ivey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
58.5；經季節調整PMI。前值62.4

■英國本周四大選，首相文翠珊與在野工黨領袖科爾賓
一同出席選戰電視節目時指出，即使無法與歐盟在談判
中達成協議，英國也將「脫歐」，不會將達成協議作為
退出歐盟的前提。 資料圖片

陝西安康推介86個PPP項目涉逾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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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博邁新興市場債
券團隊共同主管

Rob Drijkoningen 指
出，基金投資者持有
的新興市場債券比重
仍偏低，去年美國大
選結束後，資金曾短
暫出走新興市場，但
年初至今，新興市場
債券的投資需求已再
度攀升。今年第一
季，淨流入的資金就
將近250億美元。他認
為，目前新興市場債
券的市值高達18萬億
美元以上，預計隨着新
債券不斷發行，整個市
場將持續快速成長。

外債比重低 收益率較高
他表示，新興市場債券的收益率優於已發展
國家，隨着新興市場的基本面持續改善，新興
市場債券的風險溢回報將持續收斂。此外，新
興市場持續改善的政府資產負債表與低外債比
例，可望持續支撐新興市場主權債的信貸評
級。而儘管主權債與公司債的利差已顯著收
斂，但相對投資價值仍具吸引力。尤其是目前
新興市場利率仍處於合理的水平，部分國家如
俄羅斯、巴西、哥倫比亞等國央行正持續或可
望降息，加上一些新興國家的貨幣受到低估，
未來具升值空間，這些都有利於新興市場本地
貨幣債券的後市表現。

經濟復甦 赤字大改善
新興市場的景氣循環指標自今年初起持續改

善，即便是在2014、2015年經濟衰退最深的巴

西與俄羅斯，現在也浮現經濟復甦的跡象。此
外，阿根廷、印度、印尼與墨西哥等國則在過
去幾年來推行令人刮目相看的改革措施。Dri-
jkoningen 指出，拜匯率調整與利率上升之賜，
現在許多新興國家之經常賬赤字已大幅改善，
部分國家甚至可謂脫胎換骨。

原物料價升 貨幣低估
至於原物料與油價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為

何？Drijkoningen 表示，雖然許多新興國家仍
十分依賴原物料出口貿易，但是不少國家擁有
相當大的決策空間，可以藉由匯率貶值鞏固國
家的主權評級。因此，即便油價下跌，新興國
家的經濟表現仍有支撐；而若原物料價格明顯
回升，則更有利新興市場經濟復甦。
路博邁投顧指出，看好新興市場債券投資前

景，多元的國家、貨幣與產業等優勢，將持續
推升新興市場債券表現。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今年來全球經濟同步復甦，提升新興市場債券的投資吸引力，

有三大理由利好投資者佈局新興市場債券，包括基金投資者持有

新興市場債券比重偏低、債券收益率優於已發展國家債券、新興

市場低外債比例支撐評級等。 ■路博邁投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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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生物醫藥力拓大健康產業

■印度央行今年以來三度維持利率不變，回購利率維持於6.25厘，以防
範通脹提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昆明報道）雲南昨
天舉行生物醫藥和大健康產業新聞發佈會，宣佈該產
業在2016年實現主營業務收入約2,090億元（人民
幣，下同）的基礎上，今年將實現主營業務收入

2,500億元。
雲南省科技廳黨組書記李紅明介紹，2016年圍繞
專業化園區、種植基地、生產線建設以及技術改造、
產品研發、技術成果轉化等，推動生物醫藥和大健康
產業持續快速發展，實現增加值766億元，同比增長
13.4%，佔全省GDP比重達5.15%，首次發展成為該
省支柱產業。

今年將重點培育50戶龍頭企業
李紅明稱，2017年雲南將重點培育50戶龍頭企

業，組織多領域專家團隊，一企一策幫助解決實際
問題，培育企業上市；重點引進世界500強、內地
100 強企業中的 3家至 5家生物醫藥和大健康企
業。
此外，以中藥（民族藥）、天然藥物為重點，補

齊健康產品研發、生產和市場開拓短板，突出支持
研發、引進、轉化重大新技術新產品，實現產業升
級。

「帶路」中小企業跨境投洽會簽資104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

安報道）「一帶一路」中小企業跨
境投資貿易洽談會昨在西安舉行。
來自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
斯斯坦、捷克、新加坡、馬來西

亞、阿聯酋以及香港、台灣等30多
個國家和地區的160多個企業和商
協會，共300餘名代表參會對接洽
談。
大會共達成合作意向85項，簽約

項目金額達104億元人民幣。
本次貿易洽談會的成功舉辦，

為內地中小企業走出國門、尋求
國際合作提供了一個寬廣的平
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
安報道）陝西省安康市昨天在西安
舉行PPP項目新聞發佈暨絲博會重
點合作項目簽約儀式。據了解，此
次安康市集中推介的86個PPP項
目，總投資超1,000億元（人民幣，
下同），涵蓋了基礎設施、科技研
發、生態保護、健康養老、文化旅
遊等多個領域，受到與會客商的廣

泛青睞。
現場並進行了重點合作項目簽約

儀式，共簽約31個項目，總投資
450.3億元，引進資金448億元。
安康市常務副市長趙俊民表示，

當前，PPP模式對於改善公共服務
供給、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提高政
府資金績效發揮着重要作用。
安康在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

公共服務等多個領域新建項目多，資
金需求量大，在與各類社會資本交流
合作、互融發展方面蘊藏着很大的投
資潛力，具有廣闊的空間。
據了解，除了當日的PPP項目推

介會，2017絲博會期間，安康市還
進行了多場專項推介，共簽訂項目
174個，總投資962.93億元，引進
資金960.67億元。

■雲南發佈生物醫藥和大健康產業發展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 攝

經貿訊息投資理財

是次論壇由香港國際投資總會聯同博達浩華國際財經傳訊集團共同主辦，由中國金融投資家聯盟協
辦，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雷海秋作為特邀嘉賓出席。

香港國際投資總會理事長朱燕來致辭表示：香港擁有亞太區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通樞紐的區位
優勢，又具有中西方語言文化交融、優越完善的市場機制等獨特條件，以及多年來在貿易、物流、金融和
專業服務方面的豐富經驗和雄厚基礎，使它可以在國家的「一帶一路」中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投資總會在
國家「一帶一路」的倡議及其推進的過程中起到積極的橋樑和促進作用，用好香港這個國際平台，以及在
貿易、物流、金融及專業服務方面的強大優勢，特別是金融投資方面所擔當的重要角色，為國家「一帶一
路」同時也為香港未來發展奠定一個更廣闊和堅實的基礎。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香港國際投資總會主席團主席賴小民發表主旨演講。他強調
要進一步加強香港與內地的全面合作，實現兩地發展新跨越。一是共同推進中國企業「走出去」，二是共
同推進產業跨境轉移，三是共同發展海洋經濟，四是共同培養「一帶一路」專業人才。他指出，「一帶
一路」這一充滿東方智慧的重大倡議為香港把握新機遇、實現新發展創造了廣闊前景，也為每一個參與其
中的企業提供了國際化發展的新機遇。中國華融願與各界朋友們一起，攜手合作，共同努力，以全方位、
多元化、創新型綜合金融服務支援「一帶一路」建設，為促進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國際投資總會主席余延慶指出，香港國際投資總會成立近三年來，宗旨是頂層設計智庫平台、產
業金融融合平台和香港攜手走向國際金融的舞台。香港的經濟應該利用「一帶一路」這次難得的百年契
機，不斷地發展創新的產業，真正當好領頭羊、轉航港、世界視窗的作用。
德瑞集團主席、全國政協委員兼香港金融發展協會會長魏明德認為：「一帶一路」建設為兩地的合作
創造了機遇。首先應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建立全產業鏈綜合產業園。第二，要填補「一帶一路」
資金缺口，同時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第三，以粵港澳大灣區服務「一帶一路」，要發揮港澳獨
特的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定位與功能。
博達浩華國際財經傳訊集團主席張力仁表示：博達浩華作為此次論壇的主辦方之一，將積極利用集團
資源，更好地為兩地企業及各機構的國際化發展提供支援和服務，為兩地經濟的進一步融合以及兩地企業
邁向海外作出不懈的努力。
論壇亦設有互動交流環節，在張力仁的主持下，嘉賓圍繞當下香港與內地金融業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進行了深入交流。其中，亞投金融集團主席張軍、弗若斯特沙利文全球合夥人兼大中華區總裁王昕、海航
集團有限公司顧問李林、百家戰略智庫主席劉夢熊、寶聲集團董事長陳耀璋、信譽金融集團主席朱有信以
及香港實德金融集團行政總裁兼香港證券商協會副主席陳柏楠分別發表了見解。 （特刊）

「一帶一路：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新機遇」論壇盛大舉行
「一帶一路：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新機遇」論壇日前在香港盛大舉行。 是次論壇

匯集了兩地政商界領袖，旨在凝聚境內外金融機構及經濟智庫力量，聚焦探討香港及

內地經濟合作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為共建「一帶一路」搭建高端經濟交流平台。

■論壇上，眾多嘉賓紛紛表示，對「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兩地深化合作充滿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