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企在穗投資達143億美元

金匯錦囊
歐元：將暫時上落於1.1080至1.1280美元之間。
金價：將暫時活動於1,250至1,27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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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不少央行近期舉行利率決策
會議，隨着景氣動能回溫，美、英
央行出現「鷹派」訊號，業界提
醒，投資者對於市場的「充沛流動
性」應有所戒備，股市可能因資金
派對曲終人散而出現震盪，此刻應
強化資產配置的抗震性，建議投資
者下半年不妨將兼顧成長性、穩健
特質的「新興市場企業債」納為核
心資產。

「收水」影響不容小覷
美國聯儲局（Fed）已釋出縮減資
產負債表的計劃，若經濟情況沒有
逆轉，Fed將在今年內開始縮表，所
謂的「縮表」，正是量化寬鬆
（QE）的反向操作，對市場影響不
容小覷；至於英國央行，內部對政
策方向的分歧愈加明顯，目前已有
官員投票支持升息，由於英鎊貶值
導致英國的通脹壓力增加，也使得
英國國內要求央行調整貨幣政策的
聲音逐漸浮現。
保德信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經
理人鍾美君分析，投資者可申購的
新興市場債券型基金可分為三大
類，分別鎖定的是新興市場企業
債，以及屬於國家主權債的新興市
場強勢貨幣債、新興市場當地貨幣
債；其中，新興市場企業債以美元
債為主，不論是在違約風險、利率
風險甚至是匯率風險，新興市場企
業債都「低人一等」，這樣的「3低
優勢」有效展現其抗震的特性。

兩次加息 債息回報可觀
鍾美君預期，美國將採取漸進式升
息，美債殖利率呈區間波動，而在前
兩次加息循環中，新興市場企業債報
酬可觀；由於市場調升了今年新興國
家總體經濟的成長預期，資金持續湧
入，投資者佈局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型
基金，除了可享受低波動，更有機會
同時掌握收益與資本利得。
鍾美君提醒，投資者佈局新興市
場的固定收益資產，建議首選美元
計價券種，可免除承受新興貨幣的
匯率波動；此外，新興市場企業債
的平均信評優於新興市場主權債，
在2013年Fed主席首次提出「縮減
資產負債表」（Tapering）期間，新
興市場企業債也較主權債抗震，其
優勢可見一斑。

勞動市場轉佳 歐股買點到

近期歐洲市場的焦點在法國總統大選
後，總統所屬的政黨再於國會大選

獲勝。從結果來看，近六成席次將是總
統馬克龍改革路上最大支持，無論對法
國經濟、投資人信心及股市都是利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預估除了一直表現良
好的德國外，法國將成為歐洲成長的第
二具引擎，帶領歐洲經濟及股市一起向

前衝。值得一提的是，馬克龍希望能簡
化法國勞動法規，讓企業主能夠更彈性
地調整勞動力，並將集體式的勞資談判
改為個別企業內部的勞資談判，以增加
法國企業競爭力。
2013年以來，德國及荷蘭率先復甦

下，包括德國失業率從2013年的5.3%降
至目前的3.9%、荷蘭失業率由2014年的

7.9%降至目前5.1%，歐元區失業率不斷
下降。

法國失業率下降可期
根據歷史經驗顯示，歐元區失業率與

零售銷售年增率走勢相仿，當失業率下
降時，工作人口變多代表有消費能力的
人數增加，加上緊繃的勞動市場又進一
步推升薪資，衡量消費的零售銷售年增
率自然跟隨走高。如今雖然德國失業率
已經降至低點，但目前法國勞動改革法
規通過的可能性非常高，法國失業率可
望複製過去德國走勢，並帶領整體歐元
區失業率繼續下降。
鉅亨網投顧總經理朱挺豪表示，截至

今年第一季，德國與法國經濟規模為

1.36兆歐元，約為整體歐元區的50%，
若德法經濟動能強勁，整體歐元區也可
望受益。

歐元區經濟復甦明顯
而失業率一直是經濟及股市表現的重

要指標之一，自90年代以來，當德國與
法國25歲以下失業率同時改善時，整體
歐洲股市平均漲幅為12%。目前法國及
德國25歲以下失業率仍遠高於整體失業
率，兩國25歲以下失業率仍有廣大下降
空間，加上法國的勞動市場改革，兩者
可望繼續下降並推升股市。整體來看，
歐元區經濟復甦動能強勁且明顯，建議
投資者續抱歐股基金，並待回調時增加
配置。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儘管歐洲各國政治事件及大選頻頻，但不影響股市

好表現，不僅法國股市來到將近10年高點，德國股市

更創下歷史新高。進一步觀察相關數據發現，歐洲持

續好轉的勞動市場將支撐消費，預期在失業率改善下，有利於經濟表

現也為股市帶來刺激，歐股的向好行情得以延續。 ■鉅亨網投顧

綜合PMI處5個月低點 歐元走軟
動向金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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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本周初受制1.1215美元附近阻力
後走勢偏軟，周二曾回落至1.1120美元
附近約3周低位，周三略為反彈，周五
再度向上逼近1.1190美元水平。
歐元本周初明顯受壓，未能企穩1.12

美元水平，主要是美國聯儲局官員杜
德利本周初發言傾向穩步加息，增加
市場對聯儲局今年進一步加息的預
期，帶動歐元反覆走低至1.11美元水
平。
不過，德國Ifo本周二把德國今年經濟

增長預測從早前的 1.5%向上調高至
1.8%，表示德國內需及出口均表現強
勁，並且更將德國明年經濟增長預測上
調至2%，高於早前預期的1.8%，預示
德國企業的信心正在增強，而Ifo稍後公
佈的6月份Ifo指數將可能攀升，有機會
高於5月份的114.6，消息導致歐元略為
反彈，不過依然未能重上1.12美元水
平。

央行料不會輕易改變貨幣政策
另一方面，布蘭特期油本周三下跌至

每桶44美元水平約7個月以來低位之
際，本周五仍大部分時間處於45美元水
平，除了顯示油價依然反彈乏力之外，
走勢可能還有繼續下跌風險，將有助減
輕歐元區通脹壓力。此外，歐洲央行本
周四在經濟報告中表示歐元區第2季經
濟穩定，但卻預期未來數月的通脹水平
將不會有太大變化，反映歐洲央行在第4
季之前，將不會輕易改變現階段的貨幣
政策，而美國聯儲局與歐洲央行在政策
上的分歧，將暫時限制歐元的反彈幅
度。
Markit 本周五公佈 6月份德國綜合

PMI為56.1，遜於5月份的57.4之外，
更是4個月以來低點，導致同日公佈的6
月份歐元區綜合PMI回落至55.7，低於5
月份的56.8，並且是5個月以來低點，顯
示歐元區6月份經濟將遜於5月份表現，
數據未能對歐元構成明顯支持。隨着多
位美國聯儲局官員將陸續發表談話，言
論可能繼續有利美元表現，繼續抑制歐
元升幅。

美國勞工市場依然表現偏強
美國本周四公佈上周首次申領失業救

濟人數上升3,000人至24.1萬人，不過卻

是持續120周少
於30萬人，顯示
勞工市場依然表
現偏強，預期聯
儲局將不會輕易
改變其穩步加息
的行動。
雖然歐盟與英

國進行的脫歐談
判前景不明，但
預期談判形勢將
會較為不利英
國，並暫時不會
對歐元走勢構成
太大衝擊，增加
歐元處於橫行走
勢的機會。預料
歐元將暫時上落
於1.1080至1.1280美元之間。

長債息回落 金價減下行壓力
周四紐約8月期金收報1,249.40美元，

較上日升3.60美元。紐約期油本周回落
至每桶42美元水平近10個月以來低位之
後，將降低市場對美國通脹率進一步上
升的預期，該因素反而引致美國10年期

長債息率近日回落至2.14%水平，美元
指數亦未能重上98水平，稍為減輕金價
的下行壓力。
不過聯儲局今年將有縮表行動，而

利率正常化亦不會輕易改變，金價將
不容易作出大幅反彈。預料現貨金價
將暫時活動於 1,250 至 1,270 美元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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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金交會啟動儀式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第
六屆中國（廣州）國際金融交易博覽會昨
日在廣州召開，20多個重大項目在啟動儀
式上進行產融對接簽約，十餘家新設機構
也在當天落戶廣州。

此外，廣州市金融工作局副巡視員陳平透
露，台資企業在穗投資總額已達143億美元。

20多重大項目產融對接
據悉，本屆金交會以「金融新格局 增長

新動能」為主題，聚焦中國經濟新常態，
展望未來金融新格局，全面推進廣州建設
全球金融資源配置中心。
在當天的啟動儀式上，共有20多個重大
項目在現場進行產融對接簽約，其中廣州
市政府與上海證券交易所將簽訂戰略合作
協議，為共建的「新興產業聯合培育基
地」授牌，進一步推進廣州多層次資本市
場建設；廣東恆健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與廣
發銀行等機構將共同設立總規模200億元的
廣東先進製造業產業基金。
啟動儀式中，廣州市金融工作局副巡視
員陳平在致辭中透露，截至去年底在穗台
資企業累計3,119家，投資總額143億美
元，廣州作為華南地區唯一的國家中心城
市，具有金融機構多，金融市場規模大，
業務輻射能力強，金融發展環境好等優
勢，台資金融機構在廣州積極設立分支機
構，已經有3家銀行分行，2家保險分支機

構，1家證券公司的分支機構在廣東落
戶。
金交會還將共同見證廣東省綠色金控投

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廣東粵財金融租賃
股份有限公司、國際金融論壇（廣州）有
限公司、白鵝潭產業金融服務創新區等10
餘家新設機構在廣州落地生根。

25家險企參加金交會
據廣東省保險行業協會統計，本次金交會

吸引了25家保險公司和中介機構前來參加，
其中，壽險公司有18家，產險公司有5家。
記者走訪展會現場發現，在保險企業展
區，儘管本次金交會參展的產險公司數目
不多，但是車險領域的促銷優惠仍然成為
現場眾多優惠活動中的「重頭戲」。
此外，以「大健康」為主題的保險產品
增加了不少，同時，相關的健康管理服務
也成為了不少展位的「亮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仕珍西安報
道）2017絲博會暨第21屆西洽會日前在
西安落下帷幕。記者從大會執委會召開的
成果發佈會獲悉，本屆大會極大地拓展了
「一帶一路」建設內涵，東道主陝西會期
共簽訂利用外資項目合同總投資額57.18
億美元；簽訂國內聯合項目合同總投資額
13,612.36億元(人民幣，下同)；高新技術
成果交易合同額114.80億元。
據了解，絲博會期間，陝西重點推介

項目422個，總投資8,900億元，主要
涉及農業、能源化工、製造業、輕紡食
品醫藥、戰略性新興產業等九大類，吸
引了眾多客商青睞。
據絲博會執委會副主任、陝西省政府

副秘書長張小寧介紹，本屆絲博會吸引
了來自全球70多個國家和地區60多位
政要、2,000餘名境外客商參會參展。

絲博會促「帶路」合作
陝西簽項目涉資逾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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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4日 今日電視節目表 （星期六）

無綫翡翠台 無綫明珠台 鳳凰衛視中文台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奇妙電視J2台

6:00 香港早晨及環球新聞檔案
7:45 香港早晨
8:55 瞬間看地球
9:00 快樂長門人
9:10 開心老友記
9:40 文化新領域
10:15 旋風忍者
10:45 布公仔遊樂團
11:15 幪面超人鎧武
11:50 宣傳易
12:00 體育世界
12:30 Y Angle
1:00 午間新聞
1:10 瞬間看地球
1:15 星期六影院︰月滿軒尼詩
3:35 視點
3:45 更上一層樓
3:55 勁歌金曲
4:00 爆旋陀螺 擊爆戰魂．神
4:30 Think Big遊學團
5:00 波比3兄弟
5:30 大食懶加菲貓
5:55 在森林和原野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新聞透視
7:30 奮鬥同行慶回歸
7:35 超級台灣任務
8:00 築．動．愛
8:30 馬家開飯
9:30 踩過界
10:30 最緊要好玩
11:00 平安伴您20載
11:30 晚間新聞
11:4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1:50 廣告雜誌
12:00 妙手仁心III
1:00 宣傳易
1:05 皆大歡喜
1:40 宣傳易
1:50 赤壁決戰天下
4:35 中華福地
4:55 民間傳奇-碧玉簪

6:00 金融概要
7:00 恩雨之聲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8:30 脈搏(港台)
9:00 小雲兔與外星仔
9:30 銀河守護隊
10:00 權能時間
11:00 港生活．港享受
11:25 明珠檔案
11:50 財經雜誌
12:15 逆天潛能
1:05 情迷意大利(IV)
2:05 寵物LOL
2:55 完美餐單
3:50 音樂熱點
4:00 奇趣英語(II)
4:25 孩子義工團(II)
4:55 我的志願101
5:25 科學無限大
6:00 星球大戰：反抗軍起義(II)
6:25 天才兒童(IV)
7:20 警訊(港台)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笑笑小電影(XXVII)
8:30 小天才大舞台及話說當年
9:30 周末大電影：危機解密
11:30 入廚易
11:35 晚間新聞
11:50 瞬間看地球
11:55 賽馬預測(馬會)
1:25 深宵影院：歌舞回春
3:05 笑笑小電影(XXVII)
3:30 小天才大舞台
4:20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K-Pop
7:30 鑽石王牌
8:30 味力越南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9:00 Music Station
10:00 謝謝款待
11:50 搜搜首爾
12:00 搵食飯團
12:30 排球少年II
1:30 美麗魔法
2:30 我家也有米其林
3:30 一日三餐-農村篇II
5:20 搜搜首爾
5:30 打工看世界
6:00 Music Café
7:00 VS嵐
8:00 娛樂新聞報道及回歸20

周年香港願景
8:30 加拿大潮什麼
9:00 設計部屋
9:15 賽馬直擊-鑽禧錦標賽馬

日及回歸20周年香港願
景

12:50 胆識過人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2:20 加拿大潮什麼
2:50 Music Station
3:45 自由發揮旅行團
4:40 我家也有米其林
5:30 味力越南

06:30 文化長河-萬里行
07:00 梨園薈萃
08:05 星期六問責
09:00 裁決．法門
10:00 異鄉陌客
11:00 零距離科學2
12:00 識多一點點
12:30 8花齊放
13:00 華人移民史-闖拉美
14:00 獅子山下2015
15:00 音樂動起來
15:30 香港故事-音樂．人間
16:00 小伙子大本營
17:00 Miru Miru小海獺
17:18 Pop Up！大冒險
17:30 小星人Go Go Go
17:45 小船Sydney
18:00 脈搏
18:30 頭條新聞
18:55 申訴五分鐘
19:00 萬象潮中2.0
20:00 味之天下
20:30 大醫之道
21:00 警訊
21:30 小學校際通識大賽2017
22:00 曖昧不明關係研究學會
22:30 新聞天地
22:45 申訴五分鐘
22:55 手語隨想曲
23:00 演藝盛薈
01:00 警訊

06:00 朝聞天下
08:35 俺爹是臥底-17-18
10:13 2017等着我黃金檔-8
12:00 新聞30分
12:34 今日說法
13:11 尋寶-我有傳家寶
14:04 女兒紅-35-36
15:43 加油愛人
16:41 2017歡樂中國人-大家庭

版-4
19:00 新聞聯播
19:31 天氣預報
19:39 焦點訪談
20:05 2017出彩中國人-7
21:59 晚間新聞
22:38 開講啦
23:37 2017出彩中國人-6
01:20 生活提示
01:24 晚間新聞
01:56 尋寶-我有傳家寶
02:46 精彩一刻-航拍中國上海

景點
02:52 精彩一刻-航拍中國海南

山三亞
02:58 2017歡樂中國人-重播-7
04:29 今日說法
04:57 新聞聯播
05:27 人與自然

06:20 鳳凰觀天下：問答神州
07:00 金曲點播
07:15 龍行天下
08:00 周末晨早播報
08:25 鳳凰氣象站
08:30 財智菁英匯
08:55 鳳凰氣象站
09:00 鳳凰大視野
09:35 設計家
0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紀錄．大時代
10:35 金曲點播
10:40 生命密碼
11:25 金曲點播
11:30 鳳凰觀天下：問答神州
12:00 文化大觀園
12:30 周末正午播報
12:55 鳳凰氣象站
13:00 築夢天下
13:30 金曲點播
13:35 鳳凰焦點關注
13:55 絲路文明
14:00 我們一起走過
14:45 金曲點播
15:00 資訊快遞
15:30 鳳凰衝擊播：財經正前方
16:05 設計家
16:15 鳳凰精選
17:30 世紀大講堂
18:15 寶島聚焦
18:45 文化大觀園
19:15 生命密碼
20:00 一虎一席談
21:00 時事直通車
21:40 皇牌大放送
22:45 笑逐言開
23:30 鳳凰精選
00:45 文化大觀園
01:15 生命密碼
02:00 一虎一席談
02:50 築夢天下
03:15 世紀大講堂
04:00 凡人歌
05:0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05:45 笑逐言開

6:00 一煮成名
7:00 耆妙退休生活
8:00 星級會客室：譚耀文(下)
8:30 三個喼神自由行
9:00 權能時間
10:00 藝承者們
10:30 帶阿媽去旅行
11:30 香港有寶證
12:30 四個轆．新西蘭周圍Look
1:00 我愛煮食男
2:00 往事．並不如煙
3:00 名廚．鄉土濃情甄文達
4:00 港味傳奇
4:30 小俠森森
5:00 日文通一通
5:30 陳啟泰．吳綺莉 不老的

傳說
6:30 那夜凌晨，讓我們感動過

的
7:00 同伊
7:30 新聞最前線
8:00 來吧冠軍
9:00 杜汶澤食住上
10:00 天下第一Friend
10:30 放試
11:30 十一點半最前線
12:00 娛樂新聞
12:30 靈異單元劇：大凶捕
1:30 天下第一Friend
2:00 我愛煮食男
3:00 往事．並不如煙
4:00 名廚．鄉土濃情甄文達
5:00 娛樂新聞
5:30 同伊

06:00 早晨新聞
08:00 耆菜
08:30 Cooking媽嫲
09:30 小樹俠湯姆3
10:00 戀愛班長
10:30 功夫搖搖
11:00 十五分鐘熱度(一周精華)
12:00 午間新聞
12:30 我愛幸運七
14:30 恐怖醫學
15:30 本地薑
16:00 香港聖殿
16:30 寶狄與好友之夢想聯盟
17:00 時間飛船24
17:30 區區有樂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杏林在線
19:00 大鳴大放
19:30 建築．我城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CRISIS
21:30 尋覓原味
22:00 交換旅遊日記
22:30 我是地球人
23:00 虔誠到爆
23:30 晚吹-男人講嘢
00:00 海賊王
01:00 深宵新聞
01:30 Interviu
02:00 十五分鐘熱度(一周精華)
03:00 山步．行
03:30 Home Sweet Home
04:30 Cooking媽嫲
05:30 台灣民宿 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