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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資源國基金經理人徐靜霞表示，利比亞增
產抵消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減產效
果，造成原油短期庫存居高不下，由於美國頁岩
油生產效率持續提升，若原油於夏季用油旺季時
的需求不如預期強勁，將使油價持續承壓，預期
短期原油價格將在每桶40至55美元區間震盪，
尤其是俄羅斯股市與油價連動性高，油價承壓將
連帶壓抑俄股表現。短期資源類股在趨於震盪
下，相對看好主要資源國家中的非原物料類股。

看好澳洲金融加國工業
徐靜霞表示，觀察近期主要資源國家表現，

澳洲主要權值股如金融及原物料跌幅較重，但
金融股股息率高，長期仍具投資價值，可逢低
承接。至於巴西因政治前景不確定性大幅升
高，看好受惠於貨幣貶值外銷類股如航太、飲
料、造紙與食品等，以及具高股東權益回報率
（ROE）、低負債特性的高品質類股，至於加
拿大則看好工業類股。

印尼評級升利金融地產
她指出，信貸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於5月19日提

高印尼債貸評等一級，從BB+上調至BBB-，使
印尼在三大國際信貸機構都獲得投資級評等，由

於印尼債券收益率高，且債信風險下降下，有利
於資金流入，帶動印尼盾走揚，且評級提升有利
於企業長期融資成本下降，亦有利於印尼股市，
在此趨勢下看好利率敏感之銀行、地產及電信類
股，以及受惠於貨幣升值之類股。
巴西股市自去年2月起大幅走揚，主要來自原

物料價格回升及市場對政治改革的期待，但目
前總統Temer的政治醜聞引爆彈劾危機，政治
改革恐面臨停滯狀態。徐靜霞表示，日前巴西
央行宣佈降息一厘，是今年來第二度降息，加
上巴西經濟面有所改善，仍可持續關注股市調
整後的進場機會。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近期油價回調，整體資源類股呈現升後調整，預期6月至8月市

場波動仍大，對第二季資源類股看法趨於保守，建議可轉聚焦於

資源國家的非原物料股相關基金，應對市場波動。 ■凱基投信

央行對前景樂觀 澳元走勢持穩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美元兌一籃子主要貨幣周初低位運行，儘管從上周五
觸及的七個月低點有所回升，但依然未能收復97關
口。上周五，在數據顯示美國5月非農就業崗位增幅小
於預期，可能打亂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今年下
半年的加息安排後，美元指數跌至96.654。美國今年積
極加息的預期降溫，中東局勢緊張，均拖累了美元走
勢。
多個阿拉伯大國周一與卡塔爾斷交，指責後者支持伊

斯蘭武裝分子和伊朗。沙特、埃及、阿聯酋和巴林協同
行動，切斷同卡塔爾的外交關係。也門、利比亞東部政
府和馬爾代夫後來也宣佈與卡塔爾斷交。交通聯繫關
閉，引發了卡塔爾的物質供應短缺。卡塔爾譴責上述行
動基於其支持武裝分子的謊言。與沙特一樣，卡塔爾經
常被指責為伊斯蘭主義者提供資助。

連續10個月息率不變
澳洲央行周二連續第10個月維持利率不變，對經濟
狀況的看法樂觀，儘管承認上季經濟成長放緩程度可能
大於預期。澳洲央行維持隔夜拆款利率於紀錄低位
1.50%不變，符合外界的廣泛預期。央行上次降息是在
2016年8月。央行提到礦業投資在急劇下降數年後持
穩，澳洲主要出口商品鐵礦石與煤炭價格回升，以及房
屋建設熱潮。央行在聲明中表示，展望未來，未來幾年
經濟增速料逐步增至略超過3%。政策制定者還淡化了

定於周三公佈的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GDP）的重要
性，該數據料將顯示經濟幾無增長。從期貨市場來看，
年底之前澳洲央行下調隔夜拆款利率的可能性只有五分
之一。

短線料上試0.7480美元
澳元周二收復稍早跌幅，持於0.75下方水準附近，

之前澳洲央行維持對經濟前景的樂觀看法。澳元兌美元
稍早曾跌至0.7457，澳洲之前公佈第一季經常賬赤字為
逾15年以來最低，但部分投資人原本期望出現經常賬
盈餘，因而感到失望。技術圖表而言，自2016年12
月，澳元兌美元多次下探0.7160支撐，未有破位下則
引伸大規模反撲，至今年3月21日觸及0.7750，之後澳
元反覆滑落。現階段較近支撐預測在0.7330及0.7250
水平，關鍵支持則回看0.7160水平。RSI及隨機指數向
上，或見澳元仍偏向再作走高。上方阻力預測在25天
平均線0.7480水平，關鍵則會指向0.7540及0.7680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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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季製造業銷售季率。前值-1.8%
5月AIG建築業指數。前值51.9
5月外匯儲備。前值12,423億
第1季GDP季率。預測+0.2%。前值+
1.1%；年率。預測+1.6%。前值+2.4%
第1季最終消費支出季率。前值+0.7%
第1季資本支出。前值+2.6%
4月工業訂單月率。預測-0.7%/-0.4%。前值+1.0%
5月Halifax房價指數月率。預測-0.1%。前值-0.1%
截至5月的三個月Halifax房價指數年率。
預測+3.0%。前值+3.8%
4月經季節調整零售銷售月率。前值持平
4月未經季節調整零售銷售年率。前值-0.4%
第1季GDP季率修訂。預測+0.5%。前值+0.5%；
年率修訂。預測+1.8%/+1.7%。前值+1.7%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402.2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1,323.1
4月建築許可月率。前值-5.8%

4月消費者信貸。預測增加155.0億。前值增加164.3億

■澳洲央行昨天議息後決定維持利率不變，指標利率保
持在1.5厘，合乎市場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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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紐約8月期金收報
1,282.70美元，較上日升
2.5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
二升幅擴大，曾觸及1,292
美元水平7周高位。
美國5月份就業數據表現
不振，美國長債息率回

落，英國大選及歐洲央行會議將
於本周四同日舉行，加上中東地
緣政治緊張，而特朗普「通俄
門」的政治事件可能因前聯邦調
查局（FBI）局長高銘到國會作證
而隨時升溫，避險買盤持續增
加，有助推高金價。預料現貨金
價將反覆上試1,300美元水平。
歐元上周尾段受制1.1285美元附
近阻力後，本周初走勢偏軟，周二
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 1.1240 至
1.1280美元之間。美國上周五公佈
的5月份非農就業數據遜於預期，
美元走勢迅速轉弱，帶動歐元升幅
擴大，不過歐洲央行本周四將舉行
政策會議，而英國亦於同日大選，

再加上海灣國家與卡塔爾
斷交，增加中東地緣政治
緊張，而美國前聯邦調查
局局長高銘本周四在美國
國會的作證亦可能增加華
盛頓政治事件升溫的風
險，市場避險氣氛漸濃，
日圓顯著上揚，引致歐元
兌日圓交叉匯價連日下
跌，本周二更向下逼近
123.20水平1周低位，暫時
限制歐元兌美元的升幅。

央行或縮寬鬆 歐元上升
另一方面，markit上周

公佈德國 5 月份製造業
PMI攀升至59.5，高於4月份的
58.2，是6年來最快的增長幅度，
帶動歐元區5月份製造業PMI上
揚至57水平的73個月以來高點。
此外，本周初公佈的德國5月份
綜合PMI進一步上升至57.4的6
年高點，亦引致歐元區5月份綜

合PMI保持在56.8水平，與4月
份相若，並繼續處於6年來最快
增速，數據反映歐元區第2季經
濟正持續好轉，不排除歐洲央行
本周四會議將有縮減寬鬆措施規
模的傾向。預料歐元將反覆走高
至1.1330美元水平。

動
向

金
匯

馮
強

避險升溫 金價撲1300關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高至1.1330美元。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上試1,300美元。

主要資源國家股市表現
國家
加拿大
澳洲
俄羅斯
巴西
印尼

資料來源：Stock Q，2017/6/1，ROE：股東權益回報率；凱基投信整理

今年來股市漲幅
1.19%
0.93%
-9.12%
3.42%
8.33%

看好類股
工業類股
核心消費品、公用事業類股
內需類股
貨幣貶值外銷類股、高ROE及低負債特性之高品質類股
金融及消費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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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信貸評級獲上調，帶動印尼盾回升。

萬達660億西安建文化旅遊城 雲南中藥材種植面積全國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2017絲博會開幕第3天，東道主西安市日前舉
行「投資貿易合作洽談會暨重點項目簽約儀
式」，來自全球30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以
及世界500強跨國公司代表參會洽談對接，大
會共簽約53合同項目，總投資2,805億元(人民
幣，下同)。在簽約項目中，總投資660億元的
西安萬達文旅城項目備受關注，這不僅是萬達
在西北佈局的首個文化旅遊城，建成後也將成
為西安國際文化交流軸國際水平的新地標。
據悉，西安萬達文化旅遊城選址曾經舉辦過
世界園藝博覽會的西安滻灞生態區，項目建築

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總投資660
億元。內容涵蓋室外主題樂園、
室內主題樂園、星級酒店群、購
物中心、商業街及高檔居住。

53合同簽約涉2805億
本次西安重點項目簽約儀式共

有53個合同項目成功簽約，項
目投資總額2,805億元，簽約項

目包括了現代農業、裝備製造、航空航天、節
能環保、現代物流、融資租賃、文化旅遊，商
業綜合體等多個產業。
除萬達文化旅遊城項目外，作為全球最大
中文網上書店的當當網將在西安國際港務區投
建「當當網即時印刷雲平台全國總部」。此
外，總投資200億元的常寧全生命周期康養小
鎮項目、投資110億元的漢文化保護與開發項
目亦引人關注。
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在簽約儀式上表示，

西安將為來投資發展的中外企業和朋友當好
「店小二」，提供五星級服務。

■西安投資貿易合作洽談會暨重點項目簽約儀式現場。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昆明報
道）記者從雲南省農業廳獲悉，2016年
雲南全省中藥材種植面積665萬畝，種
植面積已躍居全國第一位。
2016年雲南種植的665萬畝中藥材，
採收面積已達581萬畝，農業產值253億

元（人民幣，下同），居全國前列。雲
南中藥材種養殖，分佈於該省除昆明兩
個區之外的所有127個縣市區，全省近
五分之一的農村人口涉及中藥材種養
殖，專業大戶達96,000多戶。藥農年人
均純收入達3,000多元，佔年均純收入的

近三分之一。2016年全省中藥材產量
127萬噸，按採收面積測算，畝均產值
達5,507元。
中藥材產業作為高原特色現代農業發

展較快的產業之一，已成為該省促進農
業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

山東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6.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

道）記者從山東省政府新聞辦新聞發佈
會上獲悉，近五年山東省規模以上工業
累計完成技術改造投資6.1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累計淘汰水泥落後產能

5,044萬噸，累計培育國家級企業技術中
心180家。
據山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

任王信介紹，2016年，山東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增長6.8%，比全國平均增

速快0.8個百分點；實現主營業務收入
15萬億元，是2011年的近1.5倍，企業
全員勞動生產率達到人均38.66萬元/
年，同比增加8.99%，絕對額居全國首
位。

馬鋼熱鍍鋅板項目投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從安徽省合肥市肥

東縣相關部門獲悉，年產32萬噸熱鍍鋅
板，年產值將超過60億元(人民幣，下同)
的馬鋼（合肥）公司鍍鋅線項目試生產儀

式近日在合肥循環經濟示範園舉行。
據了解，該鍍鋅線項目工程總投資

7.96億元，設計年生產熱鍍鋅板32萬
噸，工程於2014年9月正式開工建設。

該工程是馬鋼集團公司產品結構調整的
重點項目，是馬鋼（合肥）公司冷軋後
續深加工項目，也是馬鋼實施轉型發展
戰略的核心項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