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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加元上周五受制1.3540附近阻力後
走勢偏弱，一度向下逼近1.3420附近兩周低
位。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佈5月份失業率
微升0.1%至6.6%，不過5月份卻新增5.45
萬個就業職位，增幅顯著高於預期，更是連
續6個月上升，反映經濟正在改善，不排除
加拿大本月30日公佈的4月份經濟增長將好
於3月份的表現，部分投資者迅速掉頭回補
加元空倉，導致美元兌加元上周尾段呈現急
跌走勢。
加拿大統計局本月初公佈的外貿數據顯
示，4月份出口值攀升1.8%至477億加元紀
錄新高，主要是向美國出口的貨值出現創紀
錄的361億加元所引致。此外，美國有貿易
保護主義傾向之際，加拿大出口仍極度依賴
美國市場，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將重新談
判，該些因素將令加拿大下半年經濟前景漸
趨不明朗，加拿大央行在7月12日的政策會
議上未必會提早作出偏緊的立場。紐約期油
經歷過去3周多的反覆下跌，上周尾段曾下
跌至每桶45美元水平，雖然本周初略為反
彈至46美元水平，但依然是低位徘徊，限
制加元升幅。隨着美元兌加元過去兩周持續
企穩1.34水平，再加上美國聯儲局本周三頗
有機會加息，預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重上
1.3550水平。

金價1260/1280上落
上周五紐約8月期金收報1,271.40美元，
較上日下跌8.1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早段受
制1,296美元水平後持續回落，上周尾段曾
走低至1,264美元附近一周低位，本周初略
呈反彈，一度向上觸及1,270美元水平。市
場預期美國聯儲局本周三將有加息行動，不
過投資者較為關注聯儲局下半年是否將續有
加息行動，在聯儲局公佈會議結果前，預料
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260至1,280美元之
間。

英政治亂局 佈局多元資產抗震

就經濟走向而言，彭博調查顯示，
在大選前機構投資者即已預測英國經
濟將受到脫歐之影響，未來兩季的增
長動能可能將逐步放緩，因此雖政治
面不確定性增加，但經濟增長再度大
幅下跌的可能性較低。
保德信策略增長ETF組合基金經理人

歐陽渭棠分析，就去年英國意外脫歐的

經驗，雖英鎊及英國股市大幅重挫，其
後股市反彈力度強勁，主因為英國大型
企業多為跨國公司，英鎊貶值有利其匯
兌損益及產品價格競爭力。
針對英國大選選後投資環境，歐陽

渭棠分析，原先首相文翠珊希望鞏固
選民對她領導脫歐談判的授權，但選
舉結果事與願違，文翠珊不僅面臨下

台的聲浪，英國恐短期陷入政治亂
局，進而延誤19日啟動的脫歐談判。

資金增持歐股減英股
操盤上，歐陽渭棠認為，在成熟國家

中，可相對增持歐洲市場，但減持英國，
從歐洲央行議息會後聲明來看，目前維
持基準利率不變，並未提及縮減量化寬
鬆規模，當前歐元區經濟風險的評估調
整為大致平衡。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央
行上調了未來三年GDP增長預期，但下
調CPI預期，因此對於歐洲經濟基本面好
轉的看法並沒有改變。

歐陽渭棠進一步指出，歐洲央行會
後聲明對於現階段的經濟評估轉趨正
向，但歐洲經濟擴張並未轉化成通脹
動能，加上近期油價明顯滑落，通脹
走勢緩和使官方對於縮減量化寬鬆規
模隻字未提。值得注意的是，歐洲今
年來股匯齊揚，經濟轉機題材使近期
流向歐洲的資金動能轉強，就業市場
的改善有利內需，而歐洲央行的調查
也顯示，歐元區的銀行放款意願及融
資需求皆呈現改善，預期歐洲股市仍
有續揚空間，多元資產佈局上，「股
優於債」態勢可望持續。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繼脫歐公投後，英國國會大選再度上演歐洲陷入

不確定的「黑天鵝」，出乎市場預期，首相文翠珊

領導的保守黨在國會中並未取得絕對多數。分析師

指出，脫歐協商恐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在各項議題上將需要更

多的折衷與讓步，英國政經風險相對提高，然而英鎊走跌，出口

比重較高的能源、醫療及原物料可能相對受惠，但短線大盤波動

性增加在所難免，不妨以兼備股、債等各類資產的「多元資產型

基金」抗震。 ■保德信投信

政局憂慮籠罩 英鎊下試1.2620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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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選剛於上周塵埃落定，本周又迎來另
一重頭戲——美聯儲議息，即將於周三晚舉行
的議息會議，市場已普遍預期美聯儲將會加息
四分之一厘，故此，更為重要的將是會後聲明
能否找到進一步的線索，以揣測接下來年內是
否還有第三以至第四次加息。隨着美聯儲加息
的日益臨近，美元近日已呈回穩，相應所見，
非美貨幣以及貴金屬亦已出現回跌，當中黃金
的下跌幅度尤為突出。至於英鎊兌美元亦呈明
顯滑落，周一低見至1.27水平下方。

懸峙議會令文翠珊不穩
上周的英國大選中，文翠珊所領導的保守黨意

外失去了佔議會多數席位的地位，選舉結果已令
文翠珊面臨着下台聲浪，同時亦可能會衝擊到英
退談判。「黑天鵝」再次飛出，只是與去年英國
脫歐公投所造成的行情大幅波動相比，這一次下
跌幅度相對較小。在距離英國正式啟動脫歐談判
已不到兩周的時間，懸峙議會引發一定程度的市
場憂慮，估計將會在短期內繼續令英鎊處於承壓
走勢！文翠珊已無法達成其提前舉行大選的初衷，
即凝聚整個國家在脫歐議題上的民心，鞏固保守
黨執政地位。歐盟其他27個成員國尤其擔心，
談判破裂可能導致英國2019年3月30日在沒有

談成退歐條款的情況下脫歐，使民眾和企業陷入
混亂的法律困境當中。而且談判倘若破裂，英國
不可能在退歐後迅速與歐盟達成自由貿易協議。
英鎊兌美元周五跌至1.2632美元，為4月18日

以來最低位。圖表走勢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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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較近阻力會先看50天平
均線1.2810及1.29，另一個矚目位置則見於1.3050
水平，此前歷經多日仍是難越雷池，若後市未能
穿越此區，需防範回挫風險。下方留意100天平
均線1.2620，上周英鎊的挫跌正好止步於此區，
但若後市終下破100天線，配合相對弱指標及隨
機指數仍繼續下行，預料英鎊仍會延續下跌行情，
進一步支持可留意1.25及1.2360水平。

經貿訊息投資理財■責任編輯：黎永毅 / 劉偉良 20172017年年66月月1313日日（（星期二星期二））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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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央行對歐元區最新經濟預測(%)

歐洲央行預測值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GDP增長率 1.9(1.8) 1.8(1.7) 1.7(1.6)

CPI年增率 1.5(1.7) 1.3(1.6) 1.6(1.7)

資料來源：彭博，2017年6月9日，括號內為前次估值。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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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CPI：消費者物價指數；PPI：生產者物價指數

日本
澳洲

法國
德國
英國

德國

美國

美國

第2季大型製造業景氣判斷指數。前值正1.1
5月NAB商業現況指數。前值正14
5月NAB商業信心指數。前值正13
第1季非農就業崗位修訂。前值+0.3%
5月批發物價指數月率。前值+0.3%；年率。前值+4.7%
5月CPI月率。預測+0.1%。前值+0.5%
5月核心CPI年率。預測+2.4%。前值+2.4%
5月零售物價指數月率。預測+0.3%。前值+0.5%；
年率。預測+3.5%。前值+3.5%
5月未經季節調整PPI投入物價月率。預測-0.5%。
前值+0.1%；年率。預測+13.4%。前值+16.6%
5月未經季節調整PPI投入物價
5月未經季節調整PPI產出物價月率。預測+0.2%。
前值+0.4%；年率。預測+3.6%。前值+3.6%
5月未經季節調整PPI核心產出物價月率。預測+
0.2%。前值+0.5%年率。預測+2.9%。前值+2.8%
6月ZEW經濟景氣判斷指數。預測正21.5。前值正20.6
6月ZEW現況指數。預測正84.9。前值正83.9
5月獨立商業聯盟(NFIB)小型商業信心指數。前值
104.5
5月最終需求PPI年率。預測+2.4%。前值+2.5%
5月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持
平。前值+0.5%
5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最終需求PPI年率。預測+
2.0%。前值+1.9%。月率。預測+0.2%。前值+
0.4%
5月扣除食品、能源和貿易的最終需求PPI年率。前
值+2.1%；月率。前值+0.7%

■■英國保守黨在大選中未能取得國英國保守黨在大選中未能取得國
會半數議席後會半數議席後，，英鎊匯價下滑英鎊匯價下滑。。

蘋果等跨國企業落戶京朝陽區

河南黃河文化旅遊節
引資449億

陝西將建互聯網產業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
2017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近日在京舉
行。記者從朝陽區服務業擴大開放成果展
覽展示板塊獲悉，朝陽區作為北京市服務
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示範區，一年來取得
了長足發展，33項試點政策中，跨國公司
自建或共建研發機構、在境外設立孵化基
地等28項政策已落地，默沙東、蘋果中國

等一批跨國企業研發中心，以及特斯拉等
重點總部企業相繼落戶。

服務業28項試點政策落實
北京朝陽區商委副主任關德鵬表示，

2016年，朝陽區服務業實現增加值4,659
億元（人民幣，下同）佔全區地區生產總
值的93.2%，金融、商務、科技、信息等

現代服務業佔比達到67.3%；朝陽區國家
高新技術企業近2,000家，佔北京市總數
的13%，國際專利申請量達到4,024件，
同比增速132%，佔全市的60%；朝陽區
金融機構總數達到1,515家，其中，外資
金融機構312家，佔全市外資金融機構近
七成。

16個項目現場簽約涉千億
關德鵬透露，今年京交會上，朝陽區服
務業擴大開放成果展覽展示板塊共吸引到
了來自美國、歐盟、新加坡、馬來西亞、
巴基斯坦等8個國家和地區的40餘家企業
和組織參與板塊展覽和簽約推介活動，已
有16個項目將進行現場簽約，預計簽約額
超過千億元。
據了解，北京朝陽區已連續四次參加北

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並組織實施了四
次京交會分銷服務板塊和首屆「一帶一
路」服務貿易大會，舉辦了127場簽約活
動，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0餘家企
業開展項目對接，簽約額突破4,000億元，
加快了北京朝陽區服務貿易發展步伐。

■朝陽區商委副主任關德鵬（左二）介紹朝陽區服務業擴大開放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陝
西西咸新區管委會日前與中國創新型技術服務
商軟通動力正式簽約，未來雙方將依託西咸新
區灃東新城科技資源、現代產業、創新創業等
優勢，打造西北地區規模最大的軟件互聯網產

業基地。據悉，該基地建成後，年產值將達20
億元人民幣。

投資20億 西北規模最大
據介紹，軟通動力作為中國領先的創新

型技術服務商，依託「海外+中國」的戰略
佈局，在全球55個城市設有近120個分支
機構。按照此次雙方達成的協議，軟通動力
將在西咸新區灃東新城建設集團西北總部及
產業互聯網基地。
該項目總投資20億元人民幣，總建築面
積15萬平米，將圍繞軟件研發、信息服
務、孵化平台、智慧業務、產業聯盟、互聯
網商務等業務進行建設。項目建成後將成為
西北地區規模最大的軟件互聯網產業基地。
西安市政協主席、西咸新區黨工委書

記、管委會主任岳華峰出席會議，並與軟通
動力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劉天文一同為
該項目揭牌。

■軟通動力西北總部產業互聯網基地正式揭
牌。 香港文匯訊陝西傳真

京東西安設全球性物流總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

安報道）京東集團與西安航天基地
日前簽署京東全球物流總部、京東
無人系統產業中心、京東雲運營中
心合作協議。據了解，此次簽約將
助力京東打造全國最大的綜合性智
慧物流產業基地，而京東也表示五
年內計劃投資205億元人民幣，並將
逐步推動無人系統產業中心落地。

逐步推動無人系統產業中心落地
根據雙方協議，京東集團將與西安
航天基地在智慧供應鏈領域進行全方
位、系統性佈局，發揮雙方優勢聯合
開展「334」工程，即建設「三個總
部，三個平台，四大產業」，包括構
建京東集團全球物流總部、全域無人
系統產業總部、京東雲陝西大數據運
營總部；建立融合智慧物流平台、飛

行運管平台、大數據運營三大平台；
打造智能製造、智慧物流、雲計算、
特色小鎮四大產業。
據了解，在全球物流總部落地方
面，京東集團將充分利用西安航天基
地提供的科技、空域、人才資源，打
造集倉儲、配送、結算、大數據、雲
計算等現代物流業務於一體的智慧化
物流產業中心。同時，發揮龍頭企業
的規模效應和示範效應，積極引導上
下游產業鏈企業進駐航天基地，從而
形成智慧物流、京東電商、京東雲等
產業集群，推動京東集團全產業體繫
在航天基地的集聚發展，力爭在「十
三五」末形成產值超過1,000億元的
產業集群，帶動區域就業、稅收，並
促進我國高科技和物流人才的儲備和
培養，輻射帶動西安乃至陝西的產業
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第
23屆三門峽黃河文化旅遊節和第5屆特博會日
前在河南省三門峽舉行，開幕日舉辦央企合作
交流推介大會暨項目簽約儀式，共計集中簽約
經濟合作項目66個，投資總額448.79億元人
民幣，其中央企合作項目14個、投資總額
287.54億元，佔簽約總額的64%。
為期5天的第二十三屆三門峽黃河文化旅遊

節和第五屆中國特色商品博覽交易會，以「推
動全域旅遊發展特色產業」為主題，舉辦多場
交易會、論壇等10項主要活動，以及第二屆
豫晉陝黃河金三角「互聯網+特色農產品」採
購對接會、首屆豫晉陝會展合作論壇、第八屆
全國山地自行車邀請賽等10項專題活動。
三門峽市委書記劉南昌說，去年以來，一大

批央企、知名民企負責人和各界客商來到三門
峽進行實地考察，並達成了一系列合作意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 河南報
道）記者日前從河南省發改委獲悉，河南省
已敲定了首批18家大數據產業園，作為打
造大數據產業發展的載體，加快推進河南國
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
據了解，這18個大數據產業園區要圍繞

數據應用的全流程，發展各具特色的大數據
硬件產品製造、軟件及應用服務、信息技術
核心基礎產品，打造完整的大數據產業鏈。
河南省發改委負責人表示，對大數據產

業園區建設將優先予以用地保障，但堅決防
止變相發展雲地產、大數據地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端午小長假前夕，新加坡豐樹集團在中國單
體投資額最大商業項目的一部分，上海怡豐
城正式開張。上海怡豐城將沿用新加坡最大
購物中心怡豐城經驗，主打文化娛樂為主的
體驗式購物。

上海怡豐城投資總額50億
據介紹，上海怡豐城所在商業項目是新
加坡豐樹集團在中國單體投資額最大的項
目，佔地面積11.9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
29.7萬平方米，投資總額約50億元人民
幣。怡豐城本身是新加坡本土最大的購物中
心，此次項目進入上海，將沿用其在新加坡

的商業模式，將以文化娛樂結合消費的方
式，為上海消費者打造全新購物概念，同時
還會引進一批新品牌首次進入上海。
在內地商場、購物中心的集中轉型期

中，上海怡豐城選擇用文化娛樂來為商業體
注入活力，會主打各類演出活動。此次開業
選擇在中國端午節期間進行，為配合中國的
傳統佳節，商城亦選擇頗具中國傳統文化藝
術的鼓舞東方鼓樂節為開業助威。
豐樹集團表示，上海的商業項目具有良

好租戶，同時結合此前經驗作為支撐，並大
力打造文化娛樂式消費體驗，相信未來會成
就滬獨特項目，而豐樹也將繼續輸出標誌品
牌進到中國。

新加坡最大購物中心滬項目開張

河南敲定18個大數據產業園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