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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P: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

日本央行利率決定。預測-0.10%。前值-0.10%

新西蘭

日本
意大利

歐元區

美國

5月製造業表現指數(PMI)。前值56.8

6月主要消費者信心指數。前值43.80

4月對歐盟貿易平衡。前值12.5億盈餘

4月全球貿易平衡。前值54.18億盈餘

5月HICP月率終值。預測-0.1%。前值+
0.4%；年率終值。預測+1.4%。前值+1.4%

5月扣除食品和能源HICP月率終值。預測-0.1%。
前值+0.5%；年率終值。預測+0.9%。前值+1.2%

第1季勞工成本年率。前值+1.6%

第1季薪資年率。前值+1.6%

5月建築許可年率。預測125.0萬戶。前
值122.8萬戶；月率。前值-2.5%

5月房屋開工年率。預測121.5萬戶。前
值117.2萬戶；月率。前值-2.6%

6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預測
97.1。前值97.1；現況指數。預測111.7。
前值111.7；預期指數。預測87.5。前值87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回落至1.106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下試1,24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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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紐約8月期金收報1,275.90美元，較
上日升7.30美元。現貨金價周三受制1,281
美元附近阻力後迅速回落，周四曾向下逼近
1,256美元水平，走勢依然偏弱。雖然美國5
月份的通脹及零售數據雙雙表現不振，但聯
儲局本周三晚依然加息，並表示將有縮表行
動，而會議後公佈的聲明與耶倫的言論亦傾
向強硬，不利金價短期表現，預料現貨金價
將反覆下試1,245美元水平。
歐元本周三受制1.1295美元附近阻力後迅

速掉頭下跌，失守1.12美元水平，周四曾走
低至1.1160美元附近約一周低位，回吐本月
初以來所有升幅。美國本周三公佈5月份消
費者物價指數按月下跌0.1%，而5月份零售
銷售更按月下跌0.3%，跌幅均大於市場預
期，不過美國聯儲局在通脹及零售數據不振
之下，依然在周三宣佈加息0.25厘，是六個
月之內第三次加息，暗示通脹回落僅屬短
暫，反映聯儲局傾向繼續加息吸引資金回流
美國市場，同時進行縮表活動。耶倫在會議
後的言論更顯示聯儲局有機會提前作出縮表
行動，不排除加息與縮表將於第4季雙管齊
下。隨着該些因素有助減輕美元近期的下行
壓力，美元指數本周四呈現反彈，重上97
水平，歐元跌幅逐漸擴大。

德通脹放緩不利歐元
另一方面，歐元區5月份通脹年率處於
1.4%的今年低點後，油價近日徘徊7個月低
位，而歐洲央行上周會議預期通脹未來數年
繼續偏低之際，德國聯邦統計局本周三公
佈 5 月份通脹率的升幅按年放緩至
1.5%，按月更掉頭下跌0.2%，將減輕歐
洲央行要提早縮減寬鬆措施規模的壓

力，不利歐元短期表現。此外，聯儲局進一
步收緊貨幣政策，有助美元走勢，預料歐元
將反覆回軟至1.1060美元水平。

美聯儲偏鷹 三季度利新興亞股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根據美國聯儲局六月會
後最新展望預測，年底前可能再加息0.25厘，並在
今年將啟動縮減資產負債表計劃，態度略比預期鷹
派，但整體加息步調及縮表速度相當和緩，有助全
球經濟擴張及風險性資產震盪走堅。

中國巴西印度政策利好
另一方面，隨着全球股市來到高位，第三季投資

者將更為重視評價面與政策觸媒，預期在MSCI可
能宣佈納入A股、債券通、中國「十九大」會議前
政策維穩、巴西推動退休金改革及印度GST消費稅

上路等題材簇擁下，新興市場將是基金好倉主流，
而美國金融股則可望受惠金融監管放寬而有補漲機
會。

新興亞洲中小型股可捧
富蘭克林建議，第三季可提高新興市場投資比

重，核心配置首選新興國家當地貨幣債券型基金，
網羅高收益率、高資本利得及高匯兌收益的盈利機
會；股市建議首選新興亞洲中小型股票、邊境市
場，以及側重科技消費產業的環球新興國家股票型
基金。此外，美股夏季走勢較為波動，資金輪動效

應有助降低指數大幅調整的風險，建議透過加碼金
融的美國平衡型基金，積極者搭配生物科技產業操
作，掌握產業的反彈機會。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第二季全球政治紛擾眾多，包括美國特朗普總統遭指控涉及阻礙司法的

「通俄門」危機，法國及英國舉行大選，新興國家中的南非和巴西也出現

總統層級的政治震盪，避險需求支撐全球債市收高1.49%，所幸法國總統

選舉結果由馬克龍勝出，化解政治疑慮，歐股引領全球股市收高5.03%，韓國、印度及台

灣股市續創歷史或波段新高，引領新興亞股大漲8.01%，美元走貶及資金熱潮，推升新興

當地貨幣債市收高4.81%。建議三季度可提高新興市場比重。 ■富蘭克林投顧

耶倫鷹論撐美元 歐元醞釀大回調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周三宣佈將聯
邦基金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1.00%-1.25%，
為三個月來第二次加息舉措。美聯儲還發佈了首份
縮減4.2萬億美元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援債券(MBS)組
合計劃的明確綱要。
FOMC在會後聲明中指出，經濟繼續增強，就業

增長保持穩健，並暗示其認為近期通脹回落基本是
暫時性的。美聯儲預計今年開始資產負債表正常化
進程，並逐步擴大縮表規模。該計劃將主要通過停
止將規模越來越大的到期證券回籠資金再投資來實
現，但美聯儲沒有具體表明整體縮表的規模。美聯
儲預計，最初停止再投資的到期國債規模每月不超
過60億美元，在12個月內每三個月增加60億美
元，直至達到每月 300 億美元。對於機構債和
MBS，最初上限為每月40億美元，一年內每季度增
加40億美元，直至達到每月200億美元。
美聯儲一如市場預期宣佈加息，不過，聲明卻不
是預期的那麼鴿派，而且還公佈了縮表計劃方面的
更多細節，同時，美聯儲主席耶倫則一改以往的鴿
派立場，在新聞發佈會上發表鷹派言論，這均支撐

美元重新企穩；在此前疲弱的消費物價指數(CPI)和
零售銷售數據公佈後，美匯指數曾一度跌至七個月
低點96.32；歐元兌美元則自高位1.1295大幅回挫，
延至周四低見1.1160下方水平。耶倫表示，如果經
濟演變與預期相符，美聯儲可以將資產負債表收縮
計劃「相對較早實施」。

六成交易商料9月縮表
23家主要交易商中的21家參與了路透調查，其中的

14家(佔66%)認為，美聯儲將在9月19-20日的政策會
議上宣佈啟動資產負債表的正常化。其他受訪者則預
計美聯儲將在12月12-13日會議上採取這一行動。
圖表走勢而言，歐元兌美元自年初於1.0339觸底

後，則維持着反覆走高，直至近月處於1.1150上方
的高位區間窄幅盤整，一再未能向上走出區間的情
況下，正醞釀着大幅回調之風險；同時，MACD已
跌破訊號線，RSI及隨機指數亦處於下跌，均預示
歐元大有機會延續跌勢。以年內的累計漲幅計算，
38.2%及50%的回吐水平為1.0930及1.0820，擴展
至61.8%則為1.07。此外，4月 24日歐元跳空高
開，跟4月20日高位1.0777形成裂口，此位置則視
為另一重要支撐。至於上方阻力可參考 1.13 及
1.1430，關鍵為1.15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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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三季投資策略
投資策略

改革(Reform)

收益(Income)

補漲
(Catch-up)

高增長
(High growth)

資料來源：富蘭克林證券投顧，2017年6月15日。

建議標的

新興國家當地貨幣債券型基金
邊境市場股票型基金

美國平衡型基金

美國生物科技產業型基金
天然資源/黃金產業型基金(區
間操作)

新興亞洲中小型股票基金
新興國家股票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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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為弘揚博大精深的佛教文
化，香港福建同鄉會和舟山
市普陀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
員會、普陀山佛教協會將於
8月26日晚上在香港會展中
心新翼三樓大會堂聯合主辦
「福佑香江．普陀山南海觀
音庇護祈福千人齋宴」活
動。
本次活動邀請到普陀山道

慈大和尚蒞港為香港祈福，
並邀請著名青年歌唱家韓磊
來演唱，是一項莊嚴肅穆的
佛教活動，也是為香港近期
大型的佛教弘法活動之一。
這場有意義的佛教盛會，亦
得到了社會各界和知名人士
的大力支持。
活動的主要負責人包括：

總顧問沈沖、忻海平、吳天
賜、蔡黃玲玲；總指揮陳聰
聰、蔣志偉；副總指揮丁宏
斌、施維雄、張鐵岩、姜玉
堆；總執行邱文海、鄭海
燕、張鐵岩（兼）。

是次長江實業旗下酒店為持有回鄉證之香港市民提供的特別優
惠，旨在標榜回鄉證的身份象徵意義，提供半價入住酒店優

惠，方便香港市民到內地公幹及旅遊，促進中、港交流。
在半價優惠之下，旅客可以更靈活運用旅費，例如若旅客入住北

京東方君悅大酒店或北京喜來登長城飯店，享受房間半價優惠，然
後以節省下來的金錢，用於支付前往瀋陽的旅費，入住同樣提供半
價優惠的瀋陽麗都索菲特酒店，享雙重優惠，令行程更充實。
特別值得一提，是次五間酒店所提供的半價優惠房間不限標準客

房，亦包括套房以至總統套房，適合新婚蜜月、慶祝周年紀念，以
及有特別慶祝活動的人士使用。是次半價優惠期由7月1日至12月
31日。

Road to Little Boss是九龍青年商會的旗艦工作計劃。本年
度主題為「i.Start我創業」，以日益普及的「物聯網」（Inter-
net of Things）為主題，透過物聯網商務論壇、創業工作坊、
商務考察等一系列活動，為有意創業的年輕人，提供良好機會
與業內人士接觸，拉近理想與現實的距離。
該活動獲香港貿發局及安道集團贊助，日前在香港會展舉行
開幕禮暨商務論壇，並將於7月15日與香港大學職員協會合辦
創業工作坊，以及在8月初組織商務考察團到訪廣東省知名企
業。
當日活動嘉賓包括：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香港網
商會會長伍志權、臻昇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策略顧問蔡承浩、江
森製品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暨2015年香港十大傑出網商比賽得
主梁文龍，以及論壇主持人安道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暨
2009年九龍青年商會會長林志剛。

李錦記醬料集團日前榮獲香港工業總會及中國銀行（香
港）頒授「中銀香港企業環保領先大獎」製造業銀獎，以表
揚李錦記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及在珠三角地區推動節能減排
的努力。李錦記醬料集團製造總監（中國）莫國棟表示：
「李錦記多年來秉承「思利及人」的企業核心價值，致力在
營運地區推動環境保護。」
他續指︰「我們位於中國新會區最大的生產基地已實施一

系列環保措施，包括光伏發電、地源熱泵系統及節省用水措
施。集團就愈來愈多珠三角企業推行類似的環保措施以強化
業務可持續發展感到鼓舞。」

莊紫祥慈善基金會捐贈善款支持榕光社安居護老院舍籌募經
費，20年來榕光社義工隊一直以（開心來、尊嚴活、安心去）
之理念為有需要的獨居長者提供各項關愛支援服務，讓他們感
到人間有情，晚年有愛，近年有見私營安老院服務參差，榕光
社欲籌建一所非一般的護老院，令獨居長者活得有尊嚴，感受
得人間有愛。
籌建老人「家」護老院舍經費得到曾志偉、呂良偉、陳德森
等演藝界人士，齊心協助，大力支持，並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務司長張建宗、立法局前主席曾鈺成擔任首席主禮嘉賓，日
前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隆重舉行，創會主席莊紫祥亦被邀請
出任主禮嘉賓，並且捐款冠名護老院康樂室一個，金額26.8萬
元，又聯同香港又一村獅子會捐贈善款10萬元，長期合作夥
伴，明歌知欽為善亦不甘後人，除出任大會統籌委員外，再送
出顧媚山水名畫給大會拍賣，結果籌得善款26萬元，再私人
認購宴席及捐款，合共為晚會籌得善款近50萬，最終當晚榕
光社「共建老人家」籌款晚宴合共籌得善款超過1,000萬元。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香港龍湖同鄉聯誼
會日前舉辦天壇大佛與航空探知館一日遊活動。
在會長許文直的帶領下，近180位的鄉親們一大早
就向着目的地出發。永遠榮譽會長許成沛，常務顧問
許清河、施永超，副會長蘇文藝、施秀幼，秘書長吳
金城，副秘書長鄭科雄、趙玉成，青年主任盧育新等
參加活動。
無論是推着嬰兒車的，還是拄着拐杖的；無論是三

五成群的，還是獨自在旁專心攝影的，鄉親們的歡聲
笑語都顯示了對同鄉會聯誼活動的支持，對共敘鄉情
的重視，對齊聚一堂的熱情參與。

九龍青年商會系列活動支持初創青年

■「i.Start我創業」開幕禮暨商務論壇日前圓滿舉行

■一眾籌委與主禮嘉賓合照

榕光社籌建老人「家」慈善晚會

■香港龍湖同鄉聯誼會日前舉辦天壇大佛與航空探知
館一日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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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實業內地五酒店慶回歸
憑回鄉證半價入住

為慶祝香港回歸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

長江實業地產有限公司（下稱：長江實業）旗下位於

內地五間酒店，為持有回鄉證的香港市民提供半價入

住優惠，所涉及酒店包括北京東方君悅大酒店、北京

喜來登長城飯店、重慶海逸酒店、成都天府麗都喜來

登飯店及瀋陽麗都索菲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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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記日前榮獲「中銀香港企業環保領先大獎」製造業銀
獎

李錦記榮獲
「中銀香港企業環保領先大獎」銀獎

■北京東方君悅大酒店之豪華客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