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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大市焦點非A股入摩莫
屬。A股第四度闖關終於成
功。指數公司MSCI 明晟宣
佈，將內地A股納入旗下新興
市場指數，明年6月起生效。
初期會納入222隻大型A股，
較原先提議的169隻多；全部
都是於內地、香港上市，能透
過互聯互通機制交易，而且未
受停牌因素影響的股份，初期
指數權重為0.73%。
強勢股仍主導大市表現。騰
訊(0700)上星期升至 283元以
上，創上市新高。如繼續看好
騰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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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倍。貼
價證的到價機會較大。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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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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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倍。

大行調高友邦目標價
有大行上調友邦(1299)目標價
至74元，為最高的大行目標
價；投資評級為「增持」。友
邦突破 58 元，創上市新
高。如繼續看好友邦，可
留意友邦認購證(15540)，
行使價 58.93 元，10 月到
期，實際槓桿10倍。

中央加大商業養老保險政策扶持，保險股
有追捧。平保(2318)再迫近兩年高位。如看
好平保，可留意平保認購證(16353)，行使價
55.5元，12月到期，實際槓桿9倍。如看好
國壽(2628)，可留意國壽認購證(28528)，行
使價29.48元，12月到期，實際槓桿8倍。

博中海油反彈吼購證15613
國際油價下跌，中海油(0883)跌至貼近一

年低位。如看好中海油反彈，可留意中海油
認購證(15613)，行使價 9.58 元，11 月到
期，實際槓桿10倍。
(本文資料由香港證監會持牌人中銀國際

亞洲有限公司發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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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欄逢周一刊出

A股入MSCI 新興亞洲股受捧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新興市場正值
投資甜蜜點，四大利好因素包括經濟及企
業盈利增長動能回升、估值面便宜、資金
回流、以及政經改革加速，未來即使面臨
美國聯儲局加息與縮表的緊縮環境，在基
本面改善及評價便宜的優勢下，反而營造
豐沛的上漲潛力。建議投資者可提高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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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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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F料外資投新興國7.5萬億
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預測，今年資金

流入新興國家的熱況超出預期，受惠於美
國特朗普總統的貿易政策擔憂消褪、聯儲
局加息步調溫和，新興國家股債市投資金
額隨基本面改善而明顯增加，預測2017
年外資流入新興國家總投資額可達9,700
億美元(約7.56萬億港元)，2018年將再上

看1萬億美元(約7.8萬億港元)，顯示這股
資金熱潮將延續至明年，有助貨幣需求及
資產增值機會。

中印推出有利中小企政策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暨新興國

家基金經理人賽加爾指出，着眼近年亞洲
政府獎勵創新，包括韓國、中國及印度政
府均推出有利中小企業營運的政策，許多
公司透過強大的生產製造、行銷與管理系
統，已經成為當地消費品牌的佼佼者。現
階段聚焦民生消費、美容保健、資訊科
技、金融深化等趨勢主題投資，掌握亞洲
創新經濟及消費商機。
此外，賽加爾指出，目前MSCI新興市

場指數當中，科技類股權重約24%，已經
成為第一大產業。目前新興市場成功的科
技公司不光是低成本的零組件製造商，很
多軟體與服務公司也取得重大成就，他們

是附加價值的創造者，創新能力強大且企
業盈利穩定向上，搭乘網路經濟及消費升
級的順風車。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MSCI明晟在6月20日正式宣佈將中國A 股納入新興

市場指數，為中國近年改革成果投下贊成票，也在中國

資本市場未來與國際深度接軌發展史寫下重要里程碑。

事實上，檢視今年以來表現，新興股債匯市表現均領先成熟市場，堪

稱最大贏家。在基本面持續利好下，投資者可提高新興市場投資比

重，建議首選新興亞洲中小型股票。 ■富蘭克林投顧

美元漲勢緩止 金價藉機反彈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香港)營業部總裁黃美斯

上周整體市場較為淡靜，數據面影響有限，反而
各主要央行官員的言論則掀起一番漣漪。美國紐約
聯邦儲備銀行總裁杜德利曾表示，美國通脹率略
低，讓美聯儲能夠持續緩步收緊貨幣政策。不過，
儘管近期多位美聯儲官員發表鷹派言論，但美元並
未受到很大提振，美匯指數在98關口前遇阻後，近
日窄幅爭持於97區間。

本周關注美經濟數據
儘管近期通脹回軟，但多位美聯儲官員對年底前
再次加息表示支持，美元因此反彈。不過，市場開
始懷疑，目前美國經濟溫和擴張，是否可為進一步
加息提供理據，令美元的漲勢減退。最令市場意外
的是，英國央行官員亦發表了相當鷹派的言論，至
於歐洲央行此前也透露出縮減貨幣刺激的信號。英
國央行首席經濟學家霍爾丹發表鷹派講話，他可能
在今年投票支持加息一次。展望本周，美國將公佈
第一季GDP終值，以及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
數、耐用品訂單等重要數據；日本將公佈CPI、中
國將公佈製造業PMI。此外，多位美聯儲官員將發
表演說。
倫敦黃金近日小幅反彈，因美元走軟以及地緣政

治事件引發的避險情緒提振了黃金的避險魅力。圖
表走勢而言，繼四月份觸高於1,295美元後，金價本
月早段又再度受制1,295水平。MACD指標已跌破

訊號線，10天跌破25天平均線，示意中短期金價傾
向處於跌勢。若果以自去年12月份的累積漲幅計
算，38.2%及50%的回調水準分別為1,230及1,209
水平，擴展至61.8%則為1,188水平。其他支持可參
考200天平均線1,237水平。另外，亦要特別留意5
月低位1,213水平，若然後市跌破此位置，形態上有
機會以雙頂破頸線繼續滑落。上方阻力則預料為25
天平均線1,263及1,270，關鍵參考1,288美元水平。
倫敦白銀方面，圖表走勢而言，10天已跌破25天

平均線，形成利淡交叉，需防範後市還會引發較大
下調壓力，延伸支撐可看至16.20及5月險守着的16
美元關口，進一步將看至15.80美元。另一方面，向
上阻力將參考16.90及25天平均線17.10美元，較大
阻力料為250天平均線17.85美元。

財經新聞投資理財■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72017年年66月月2626日日（（星期一星期一））B7

香港回歸20年以來，隨着中國內地
經濟的發展，以及全球經濟重心的轉
移，香港連接國內外的角色不斷發生
變化。早年，香港主要功能是為內地
企業融資、提供資金以及幫助海外投
資者進入內地市場；時至今日，擁有
內地背景的香港上市公司市值佔香港
市場股份總市值已超過四成。

港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
香港不再單單扮演融資中心的角

色，而是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過去
5年，在政策紅利的推動下，香港成
為國際領先的離岸人民幣中心，這也
是回歸以來，香港在金融方面最突出
的成就。就金融機構市場地位而言，
伴隨內地企業和投資者的崛起，中資

金融機構也迎來重大發展機遇，百花
齊放，並挑戰歐美投行的地位。
順應行業趨勢，把握戰略機遇，工銀

國際作為中國工商銀行在香港的全
資、全牌照企業融資平台，一直扮演着
中國企業「走出去」與外國資本「引進
來」的領路人。

IPO及債券承銷成績突出
據Dealogic數據（下同）顯示，2010

年10月至今，工銀國際累計承銷規模居
在港中資投行首位。從短期看，工銀國
際奪得近一年來大型H股（發行規模在
8億美元以上的）IPO承銷規模排名桂
冠。在債券承銷方面，過去3年，工銀
國際憑借自身實力，在越來越多的標誌
性債券項目中擔任全球協調人和牽頭承

銷商角色，債券承銷業務發展成績突出，
目前已成長為亞洲債券市場中頂尖的持
牌企業融資平台之一，在中資持牌機構
中排名首位。此外，工銀國際積極推進
「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
等業務發展，充分發揮香港區位優勢，
促進兩地互聯互通。
香港作為國家開放格局中的重要門

戶，具有較強的區位優勢和開放合作的
先發優勢。面對「一帶一路」與粵港澳
大灣區的時代性機遇，香港可扮演好「超
級聯繫人」的角色，將香港的海外輻射
作用和資源優勢帶到沿線國家之中，在
彌補自身實體經濟空間不足的同時，進
一步強化全球地位。相信在下一個二十
年，香港將繼續展現她作為「東方之珠」
耀眼亮麗的前景。

香港文匯報訊 匯豐銀行昨天宣
佈，為本港中小企客戶推出We-
Chat訊息提示服務，提供多一個
渠道，與客戶溝通更方便。透過
這項新服務，客戶可以收到匯豐
香港商業理財官方賬號的提示訊
息。展望未來，匯豐將於今年稍
後提升WeChat服務，例如利用此
平台提供銀行服務，以及為客戶
提供市場最新資訊等。

港首家推WeChat訊息銀行
匯豐香港工商金融中小企業主管

陳慶耀表示，明白客戶的行為隨着時
間轉變，今時今日，他們希望即時與
銀行溝通。WeChat是集多功能為一
體的社交媒體，在香港和內地深受歡
迎，非常榮幸成為首家宣佈在香港推
出這項WeChat服務的銀行。他說，
今年內該行將繼續推出多項數碼新服
務，提升客戶體驗，為他們帶來更簡

單、優質、快捷的銀行服務。
據了解，申請匯豐這項新服務

的方法是，客戶要先「關注」匯
豐香港商業理財官方賬號，然後
按照所列出的步驟，將商務「網
上理財」用戶賬號與該官方賬號
進行綁定，以接收有關訊息。這
項新服務為客戶提供更快捷、可
靠的方式傳送訊息，尤其是對身
處海外的客戶，可以毋須依賴手
提電話的訊息，接收交易轉賬及
戶口服務。
假如客戶的賬戶懷疑受到欺詐

活動威脅，匯豐更可以利用We-
Chat提示服務通知客戶，而客戶
亦毋須擔心因為手提電話轉換電
話卡（SIM）而無法接收銀行的提
示訊息。此外，匯豐在其WeChat
官方賬號加入智能助理「AskA-
my」服務，方便客戶每天24小時
都可以查詢一般銀行服務訊息。

匯豐推WeChat訊息提示工銀國際與香港攜手創亮麗前景
工銀國際董事長叢林

■工銀國際董事長叢林

動向輪證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聯席董事

葉匯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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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新興市場表現
指數 今年以來升跌幅

新興國家當地貨幣債 9.25%

全球高收益債 5.63%

新興亞洲股市 22.38%

全球股市 11.85%

新興市場貨幣 3.65%

美元指數 -4.55%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美銀美林債券指數、

MSCI股價指數及JP摩根新興國家貨幣指

數，美元計價截至2017年6月21日。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6月26-30日)

日期

26

27

28

29

30

國家

日本

美國

美國

德國

歐盟

美國

歐盟

德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7:50AM

8:30PM

10:00PM

3:00PM

6:00PM

6:00PM

6:00PM

8:30PM

8:30PM

6:00PM

3:00PM

4:30PM

8:30PM

8:30PM

9:45PM

10:00PM

報告

5月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5月耐用品訂單

6月消費信心指標

5月入口物價指數#

6月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6月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6月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第1季國內生產總值(修訂)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
業救濟人數

6月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5月零售銷售#

第1季國內生產總值#(修訂)

5月個人收入

5月個人開支

6月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6月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

-0.6%

116.7

-

-

-

-

+1.2%

24.1萬

-

-

+0.2%

+0.3%

+0.1%

57.8

94.7

上次

+0.7%

-0.7%

117.9

+6.1%

109.2

+2.8

-3.3

+1.2%

24.1萬

+1.4%

-0.9%

+0.2%

+0.4%

+0.4%

59.4

94.5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6月19-23日)

日期
19
20
21

22

23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日本
德國
英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香港時間
7:50AM
3:00PM
4:30PM

10:00PM

8:30PM

10:00PM
10:00PM

報告
5月貿易盈餘(日圓)
5月生產物價指數#

5月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5月二手房屋銷售(單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

失業救濟人數
5月新屋銷售(單位)

5月領先指標

結果
2033.7億
+2.8%
67億
562萬

24.1萬

61.0萬
+0.3%

上次
4817.5億
+3.4%
104億
556萬

23.7萬

56.9萬
+0.3%

R

■在美元升勢放緩下，黃金價上周五反彈上1,256
美元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