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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選，執政保守黨雖然贏得最
多議席，但不過半數，出現「懸峙國
會」。保守黨所得的議席更比大選前
少。英鎊匯價受壓。本港股市上周五
向下，但全星期計仍升逾百點，繼續
向兩年高位進發。
阿里巴巴預期，2018財政年度的

收入增長有望達49%，好過市場預
期。阿里升至142美元以上，創上市
新高；並超越騰訊(0700)，成為市值
最大的中國公司。騰訊上周五隨即發
力，曾經升至283元以上，亦創新
高。全星期騰訊升2.7%。

不讓阿里專美吼騰訊購16078
如繼續看好騰訊，可留意高槓桿的

騰訊認購證(16078)，行使價330.68
元，11月到期，實際槓桿達9倍。另
外，可留意較貼價的騰訊認購證
(16208)，行使價290元，12月到期，
實際槓桿6倍。相反，如看淡騰訊，
可留意騰訊認沽證(16080)，行使價
259.8 元，12 月到期，實際槓桿 7
倍。
有消息指，集資規模或高達1,000
億美元的沙特阿拉伯國營石油公司
「沙特阿美」，將於未來幾星期決定
最終上市地點。沙特阿美可能鑑於法
律風險高而放棄於美國上市。若消息
屬實或增加沙特阿美來港上市的機
會。如看好港交所(0388)受惠「巨無
霸」新股或來港上市的消息，可留意
港交所認購證(27825)，行使價 219
元，明年2月到期的認購證，實際槓
桿7倍。
吉利汽車(0175)5月總銷量逾7.6萬

部車，按年上升67%。吉利上星期顯
著造好，突破 15元，全星期上升
9.1%。如繼續看好吉利，可留意今
日新上市吉利認購證(16516)，行使價
16元，2018年2月到期。
中移動(0941)持續跑輸大市，上星
期跌至 84 元，全星期逆市下跌
1.7%。如看好中移動回穩，可留意
今日新上市中移動認購證(16519)，行
使價93元，12月到期。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本資料由香

港證監會持牌人中銀國際亞洲發出，
其內容僅供參考，惟不保證該等資料
絕對正確，亦不對由於任何資料不準
確或遺漏所引起之損失負上責任。本
資料並不構成對任何投資買賣的要
約，招攬或邀請，建議或推薦。認股
證/牛態證屬無抵押結構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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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局有信心 美股債展望佳

儘管有加息影響，但今年來美股、美
債齊揚。其中美股以電子股為首的

費城半導體指數及NASDAQ皆出現雙
位數漲幅，其中費半更大漲23.37%，表
現尤其吸睛；其他包括道瓊工業指數及
S&P500指數，也分別有8.68%及7.14%

的上漲，向好氣勢延續。不僅如此，美
債方面，美國政府債上漲約2%相對平
緩，美國高收益債累積上漲4.8%，也延
續去年的好表現。
雖然美國第一季經濟表現低於預期，

5月份的新增非農就業人口僅13.8萬，

不僅低於前月21.1萬的水平，也遠低於
市場預期，讓市場再度擔憂美國的就業
數據是否不如預期般強勁。但5月份的
失業率由前一個月的 4.4%降低至
4.3%，顯示整體就業市場的狀況仍在持
續改善中。
另外可留意的還包括近期偏弱勢的美

元，花旗驚奇指數於3月觸及高點後，
投資者擔憂美國經濟轉差，美元指數跟
隨走低，但從波動度較低的製造業PMI
新訂單分項來看，美國經濟可能再度轉
強，後續美元指數貶值空間有限。

高收益債券基金具亮點
鉅亨網投顧總經理朱挺豪指出，美

國經濟持續好轉，除了有利股市外，
收益債與股市的走勢也經常密不可
分，除了基本面數據依舊穩健外，只
要美國的經濟成長動能沒有出現太大
的問題，高收益債券基金都是非常不
錯的資產配置。
投資者不僅可以定期享有投資高收債

產生的被動現金流，亦有機會參與經濟
成長中高收益債價格上漲所產生的資本
利得。
除了高收益債基金外，投資者亦可

選擇配置平衡型基金，這類型基金特
色在於投資成分中會同時持有一定比
例的股票與債券，可同時享有債券的
配息並搭上股市上漲的順風車。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儘管美國早先公佈的勞動數據不如預期，但聯儲

局對經濟增長依舊信心滿滿，市場普遍預期本月的

利率會議將再度加息，目前 6 月加息幾率已達

92.7%。在加息態勢持續下，與美國經濟相關度高的美國股票與美

國高收益債券將同步受惠，至於價格會受到加息傷害的美國公債及

投資級債券則相對保守看待。 ■鉅亨網投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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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陝西省蘋果產量佔到全國的四分之
一，全球每7個蘋果中就有1個來自陝
西。
世界蘋果中心項目簽約暨揭牌儀式

日前在陝西西咸新區舉行，該項目將
以陝西蘋果產業為主線，採取「互聯
網+農業+金融」模式整合優勢資
源，圍繞「一帶一路」打造千億級規
模的蘋果交易平台，項目建成後預計

首年交易額將達100億元(人民幣，下
同)。
世界蘋果中心項目採取「互聯網+農

業+金融」模式，以陝西蘋果產業為主
線，集「一帶一路」農副產品交易、蘋
果博物館、蘋果雲倉儲、陝西會客廳、
飛地園區、城市候機樓為一體，對標芝
加哥全球黃豆交易中心、阿姆斯特丹全
球鮮花交易中心、廣西全球食糖交易中
心，打造千億級規模的蘋果交易交易平

台，構築產業鏈一體化集群式發展體
系，讓果農足不出戶即可對接全球果
商。

首年交易額將達100億
預計項目首年交易額將達100億元人

民幣，籃球名宿王立彬擔任「世界蘋果
中心」代言人。
據介紹，西咸新區空港新城、浙江新

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陝西蘋果投資管

理有限公司三方簽約，並攜手組建陝西
絲路農品科技有限公司，負責項目運
營。浙商銀行股份公司西安分行與陝西
絲路農品科技有限公司簽訂戰略合作協
議，將為企業提供約30億元人民幣綜
合授信的金融支持。
陝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書記王永

康，陝西省副省長馮新柱，新光控股集
團董事長周曉光等出席當日簽約及揭牌
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為期四日的安
陽愛飛客飛行大會暨第九屆安陽航空運動文化旅遊節日前
在河南安陽舉辦，共邀請200多名知名企業和商業精英，
簽約44個項目、投資總額195.2億元(人民幣，下同)。是
次活動歷時4天，90餘家參展商，展出各類飛行器超過400
架。安陽還舉行經貿合作項目簽約儀式，共有44 個簽約
項目、投資總額195.2億元，涵蓋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車、
智能機器人、文化旅遊、現代物流等多個領域。

安陽近年來全力打造「中國航空運動之都」，先後獲
批「全國通用航空產業園試點市」和「全國首批通用航
空產業綜合示範區」。安陽市巿長王新偉稱，安陽航空
運動文化旅遊節展示安陽形象、促進通航產業發展的有
效載體，更為通航製造商、運營商、服務商和飛行器的
擁有者、駕駛者、愛好者提供一個高效的展示、交流、
體驗平台。下一步，該市將繼續以航空為媒、以文旅會
友，將安陽航空運動文化旅遊節打造成一流品牌。

「超級星期四」基本上未有對市
場帶來太大動盪，其中亦只是英國
大選的意外結果打壓英鎊急挫。英
國執政黨保守黨失去多數席位，英
國將面臨「懸峙國會」局面，這令
市場對首相文翠珊的領導力，以及
10天後即將開始的脫歐談判充滿疑
慮，英鎊下挫。
歐洲方面，歐洲央行議息會議後

維持利率不變，下調通脹預估，並
稱決策者沒有討論縮減該行大規模
購債計劃；同時，央行總裁德拉吉
言論不及市場預期鷹派，打壓歐元
走低。
這邊廂，美元則乘勢而起，美元

指數重新攻破97關口，投資者已經
消化前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高
銘在美國參議院作證的影響。市場
人士似乎認為高銘的證詞並未對特
朗普政府構成嚴重威脅。
全球市場面對的其他主要風險大

都塵埃落定，投資者的注意力將轉
向下周三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
的利率決定，多數分析師預計將升
息25個基點。在外界普遍預期美聯
儲將會升息下，市場多聚焦在美聯

儲會否為未來幾個月進一步緊縮貨
幣政策敞開大門。
此外，英國、瑞士央行將於周
四發佈利率決定，日本央行則將
於周五公佈利率決議。
倫敦黃金上周先升後回挫，周二

曾一度高見1,295.97美元，但隨後
出現明顯回調，至周五最低觸及
1,264.24 美元，收報 1,265.90 美
元，錄得五周來首次周線下跌。走
勢所見，金價於上周中受制於1,296
美元水平，而周三更出現較顯著回
吐，因此這區間將為當前一重要阻
力參考，至於1,300美元關口更屬
關鍵。此外，從月線圖見，由2011
年9月高位1,920.30美元延伸了一
道下降趨向線於1,290美元，需注
意若後市金價可持穩此區上方，將
啟示着黃金或會扭轉過去五年多的
弱勢，得以重踏升軌。即市較近阻
力會先看1,280美元。然而，相對
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正在下跌，估
計金價短期仍有繼續下探機會，較
近支持會看至50天平均線1,260美
元，下一級料為1,247美元及1,225
美元。

■與會嘉賓共同啟動世界蘋果中心項目。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河南航空運動文化旅遊節引資近200億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6月5日-9日)

日期
5

7
8
9

註:R代表修訂數據

國家
美國

澳洲
美國
英國

香港時間
8:30 PM

10:00 PM
9:30 AM
8:30 PM
4:30 PM

報告
第一季非農業生產力 (修訂)

四月份工廠訂單
五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四月份工業生產#
四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英鎊)

結果
0.0%
- 0.2%
56.9

+ 1.7%
24.5 萬
- 0.8%
21 億

上次
- 0.6%
+ 1.0%
57.5

+ 1.9%
25.5 萬
+ 1.4%
49 億

R

R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6月12日-16 日)

日期
13

14

15

16

註：#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德國
英國

美國
歐盟
德國
英國
美國

澳洲
歐盟
英國
美國

歐盟
美國

香港時間
3:00 PM
4:30 PM

8:30 PM
6:00 PM
3:00 PM

8:30 PM

10:00 PM
9:30 AM
6:00 PM
4:30 PM
8:30 PM

9:15 PM

6:00 PM
10:00 PM

報告
五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五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五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五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四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五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六月份失業率
五月份零售額
五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四月份商業存貨
五月份失業率
四月份歐元區貨物貿易盈餘(歐元)
五月份零售額#
五月份入口物價指數(減除能源)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五月份工業生產
五月份設備使用率
五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六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
-
-

- 0.1%
-
-

0.0%
- 0.1%
- 0.2%

-
-
-
-

23.8 萬
- 0.1%

76.7
-

96.7

上次
+ 4.7%
+ 3.6%
+ 2.6%
+ 0.5%
+ 2.9%
+ 2.0%

+ 0.4%
+ 0.2%
+ 0.2%
5.8%

309 億
+ 4.0%
+ 0.3%
24.5 萬
+ 1.0%

76.7
+ 1.4%

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