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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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投資外國債券。前值買超3,218億
上周外資投資日股。前值賣超263億
5月商品及服務貿易平衡。預測11.00億盈餘。前值5.55億盈餘
5月進口。前值-1.0%
5月出口。前值-8.0%
5月工業訂單月率。預測+2.0%。前值-2.1%
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持平。前值+0.2%
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0.3%。前值+0.5%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417.4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1,396.2
6月Challenger商業計劃裁員崗位。前值51,692個
6月ADP民間就業崗位變動。預測增加18.5萬個。前值增加25.3萬個
5月國際貿易平衡。預測463億赤字。前值476億赤字
5月商品貿易平衡修訂。前值659.0億赤字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7月1日當周)。預測24.3萬人。前值24.4萬人
四周均值(7月1日當周)。前值24.22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6月24日當周)。預測193.9萬人。前值194.8萬人
5月建築許可月率。預測+2.6%。前值-0.2%
5月貿易平衡。預測5.3億赤字。前值3.7億赤字
5月出口。前值476.9億
5月進口。前值480.6億
6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前值53.0
6月Marki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前值53.0
6月供應管理協會(ISM)非製造業指數。預測56.5。前值56.9
6月供應管理協會(ISM)商業活動分項指數。預測60.8。前值60.7；就業分
項指數前值57.8；新訂單分項指數前值57.7；投入物價分項指數前值49.2

金匯錦囊
歐元：將反覆走低至1.1200美元。
金價：將反覆下試1,2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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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上周五受制1.1445美元附近阻力後走勢
偏軟，本周初顯著失守1.1425美元水平後跌幅
擴大，周三曾向下逼近1.1310美元附近1周低
位，延續上周尾段開始的反覆下行走勢。歐盟
統計局上周五公佈6月份通脹年率為1.3%，低
於5月份的1.4%之外，更是6個月以來的最小
升幅，顯示歐元區通脹有放緩傾向，降低市場
對歐洲央行本月20日政策會議將偏向強硬立場
的預期，消息逐漸對歐元構成回吐壓力。
雖然Markit本周初公佈6月份德國製造業指
數攀升至59.6，高於5月份的59.5，而歐元區6
月份製造業指數亦上揚至57.4，數據雙雙處於
74個月以來高點。不過，美元指數經過上周顯
著下跌之後，本周初出現反彈，部分投資者掉
頭回補美元空倉，歐元反而迅速失守1.14美元
水平。

6月德國綜合PMI回落不利歐元
隨着本周三公佈的6月份德國綜合PMI回落
至56.4水平的4個月低點，拖累歐元區6月份
綜合PMI亦下跌至4個月低點的56.3，歐元走
勢有進一步轉弱傾向，再加上美元指數本周連
日出現反彈，對美元構成支持，將暫時不利歐
元的短期表現。若果美國聯儲局本周三晚公佈
的6月份會議記錄有提早作出縮表行動傾向，
則預料歐元將反覆走低至1.1200美元水平。
周一紐約8月期金收報1,219.20美元，較上
日下跌23.1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呈現急跌
走勢之後，本周二曾作出反彈，不過周三受制
1,228美元水平後反而掉頭回落至1,217美元附
近，依然是反彈乏力。此外，美國本周初公佈
的6月份ISM製造業指數上揚至57.8水平約3
年高點，有助美國第2季經濟表現，導致美元
指數連日回升，重上96水平，將繼續不利金價
短期走勢。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下試1,215美
元水平。

內地消費類股漲勢可期

台新中証消費服務領先指數基金經
理人葉宇真指出，根據歷史經驗，新
興國家或地區納入MSCI指數後，對當
地股市皆有吸引資金效果，進一步推

升股價指數。土耳其加入MSCI一年
後，股市大漲4.6倍；波蘭股市一年後
上漲7成；捷克股市一年後大漲1.1
倍；台灣加權指數一年後上漲逾5成；

阿聯酋股市一年後大漲逾8成。

納入MSCI上漲概率近7成
自1989年新興國家或地區的印尼、

韓國、台灣等13個股市納入MSCI一
年後，平均漲幅高達近58%，上漲概
率近7成。A股成功入MSCI，短期提
振市場情緒、中期引入國際資金，長
期改善A股股市結構，漲升行情值得期
待。
葉宇真表示，中國持續擴大基礎建

設，高鐵里程總長2.2萬公里，躍居世
界第一，到2020年將達3萬公里；此
外，在「十三五」規劃中，高鐵網連
接省會城市和其他大中城市，實現1小
時至4小時交通圈，交通物流體系不斷
完善，物流行業已連續6年保持50%的

增速；另一方面，中國內地人均GDP
超過1萬美元後，製造業郊區化，城市
從單一中心轉向多中心，將帶動一連
串消費效應。

白酒行業宜逢低佈局
葉宇真指出，中國內地消費類股長

線漲升行情可期，看好消費龍頭股如
食品飲料與醫藥類股後市展望。以白
酒為例，一線品牌經過四年調整後，
高端一線品牌已站穩名酒市場地位；
二線品牌的中小酒企因缺乏品牌知名
度，優勝劣汰後，整合速度也將加
快；三線品牌的酒企則享受消費升級
及中價位酒企的退出，積極搶攻低價市
場。整體中國白酒行業受惠銷售回升，
行業強勢復甦，建議可逢低佈局。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今年來股市表現相對沉寂的中國A股市場，近期

利好頻傳，除了A股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將

吸引長線國際資金大幅流入外，IMF(國基會)今年第

二次上調對中國的經濟增速預期、A股企業中報盈利亮眼、下半年

將舉行五年一度最重要的政治會議「十九大」等題材，皆將帶動A

股後市的反彈攻勢。納入MSCI的222隻A股成份股在消費行業比

重相對較大，加上人民財富水平大幅提升以及三線城市崛起下，

消費類股未來漲勢可期，建議逢低可優先佈局。

■台新投信

觀望非農數據 歐元回軟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動
向

金
匯

馮
強

周二為美國獨立日，北美市場休市，
限制了市場的交投情緒，主要貨幣繼續
窄幅整理。過去一周包括歐洲央行、英
國央行和加拿大央行在內的多個主要央
行已陸續發表鷹派言論，因此本周的美
聯儲紀要以及周五的美聯儲半年度貨幣
政策報告料將更為受到重視。芝加哥商
業交易所(CME)的「美聯儲觀察工具」顯
示，目前美國聯邦基金期貨交易市場預
計，今年 9月美聯儲加息的機率不到
20%，12月加息的機率超過 60%。另
外，周五還有重頭戲，也就是美國6月非
農就業數據，料將會對市場帶來衝擊，
甚至左右美聯儲後續的貨幣政策。

市場漸消化央行收水預期
歐元兌美元於第二季創近七年來最大

季度漲幅，因對歐洲央行準備縮減貨幣
刺激舉措的預期升溫，提振歐元。歐元
兌美元累計上漲2.2%。美元兌一籃子貨
幣觸及九個月低位，因市場愈發認為歐
洲和加拿大將採取更偏鷹派的貨幣政
策，並且質疑美國今年是否還會再升

息。走勢所見，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
數於超買區域均呈現初步回落跡象，需
防範在一輪高歌猛漲後，迎來調整理格
局，較近支持先回看1.13及1.11水平。
若果以年內的累計漲幅計算，38.2%及
50%的回吐水平為1.1025及1.0895。至於
向上阻力則續會留意 1.1450 及 1.15 關
口，下一級參考去年5月高位1.1614。

美元兌瑞郎呈一浪低於一浪
美元兌瑞郎方面，技術圖表所見，自

去年底大幅上漲後，美元兌瑞郎在過去
幾個月呈現着一浪低於一浪的下跌行
情，尤其近兩個月的短暫上衝亦未能明
確突破1.01水平，更促成了雙頂下挫的
形態，以上述雙頂形態的幅度250點計
算，延伸目標將為0.96水平。另外，若
果以2015年5月低位0.9065至去年12月
高位1.0344的累積漲幅計算，61.8%的調
整幅度為 0.9560。較大支持則可參考
2015 年 8 月低位 0.9251 以至 0.9150 水
平。不過，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出
現反彈，需防範短期或會先行整固，較
近阻力可參考0.9770，至於上述的雙頂形
態的頸線位置為0.9850，將會作為重要阻
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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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業 估 價
‧按揭估價
‧移民估價
‧物業買賣估價
‧清盤及接管
‧會計及核數
‧購買火險
‧市區重建局項目物業作市場價值上訴
‧中國及澳門物業估價

租 金 估 價
‧議定新租
‧續租

法 定 估 價
‧政府收地賠償/索償
‧印花稅上訴
‧差餉反對及其他稅務事宜

訴 訟 估 價
‧申請售樓令
‧家事法庭
‧專家報告
‧強制拍賣估價（香港法例第 545章
《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
‧專家證人(法院及土地審裁署)

土 地 事 務
‧申請短期租約
‧地契修訂
‧換地申請

發 展 顧 問
‧可行性研究
‧城市規劃申請
‧更改分區規劃大綱圖

建 築 顧 問
‧強制驗樓
‧漏水勘察
‧僭建物評估及修正建議
‧就《建築物條例》提供意見
‧專家證人

忠誠測量行
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查詢電話：2541 2282
info@cssurveyors.com

注意事項
所有競投者應委託其代表律師在拍賣前對其競投物業之業權及契據進行查察。競投者如未經查察而在拍賣會競投物業應自行承擔其風險，任何買家於拍賣師落鎚後必須接受其競投物業之業權及契據並不能對其物業之業權及契據進行質詢。而物業之有關契
據，在拍賣前可在賣方律師樓供買家查閱。再者，競投者應在競投前對其競投之物業已進行視察並滿意物業之狀況才作出競投，賣方並不保證該物業並無違例之建築，加建或改建。亦不保證物業之興建符合建築條例，買家不得對物業之違例建築，加建或
改建進行質詢或藉詞拒絕交易。 物業次序或有所調動，請各界人士預早到場。

忠誠拍賣行：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A室 忠誠測量行：中環皇后大道中142-146號金利商業大廈1樓 上海悅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86-21) 6521 6600

發 展 及 土 地 顧 問 服 務
客戶於物業發展或使用過程中，常會遇到城市規劃或地契條款的限制、以及改

變物業用途等方面的疑難，本公司資深測量師熟悉土地事務，能為客戶提供顧問
服務，並就以下各項向政府部門提出申請、商討及上訴：

查詢：2542 3223（關先生）

服務範圍包括：
‧改變土地及物業用途
‧短期租約
‧地契修訂
‧換地
‧補地價金額磋商及上訴

查詢：2853 7126（陳小姐）

租 務 管 理 服 務
◆ 擁有物業眾多，收租、交管理費、續約、應付租客投訴，樣樣煩

瑣，業主無暇兼顧？
◆ 身在海外，難以安排收租及處理租客查詢？
◆ 市況瞬息萬變，無法決定租金水平？
◆ 不懂如何甄選租客，怕遇上租霸或欠租問題？
◆ 出租單位需要維修及翻新，不知如何選擇承辦商、決定裝修項目

及安排時間監工？

忠誠測量行租務管理服務可以為你解決以上一切難題

租務管理
‧繳交水、電費、管理費及其他開支及代申報物業稅
‧處理租客投訴
‧處理欠租問題
‧收取租金及預備帳目紀錄
‧專人處理有關租務之所有煩瑣工作
‧每月均會收到有關物業收入及支出的所有帳目

代理及處理租約
‧甄選租客
‧續租
‧租金檢討
‧專人跟進物業銷售事宜

物業保養及維修
‧就物業狀況提供維修建議
‧取得及比較維修報價及聘請工程承辦商跟進工程
‧專人跟進工程，確保工程質素
‧跟進大廈公共地方修茸款項及政府部門發出之維修令
‧定期視察物業，提交物業報告，報告物業現狀
‧安排工程減少因天雨或颱風對物業造成損毀
‧安排消除白蟻、杜絕害蟲等滅蟲服務

拍賣拍賣
測量測量
代理代理

--超然佳績超然佳績
--專業保證專業保證
--信心之選信心之選

鄭永銘鄭永銘
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師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師

關樂平關樂平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

Mark StaplesMark Staples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 盧漢昌盧漢昌

註冊專業測量師註冊專業測量師
（（產業測量產業測量））
中國房地產估價師中國房地產估價師

林澤榮林澤榮
註冊專業測量師註冊專業測量師
（（產業測量產業測量）） 鄭世傑鄭世傑

拍賣師拍賣師
拍賣部總經理拍賣部總經理

周耀章周耀章
雜項部經理雜項部經理 梁嘉儀梁嘉儀

策劃部董事策劃部董事
香港大學理科碩士香港大學理科碩士
（（房地產房地產））

2581 9366 www.chungsen.com.hk C S GROUP 內有更多拍賣推介及影片

放盤咁耐，未有消息？拍賣幫到你！
專人處理/歷史悠久/信心首選

獨立龐大及策略性宣傳
能吸引大量區外及各地投資客戶

(網頁、報章、海報、傳單、電郵及傳真)

一星期六日廣告，全行最強
(一)星島/(二)明報/(三)大公報/(四)文匯報/(五)經濟/(六)睇樓皇

查詢或委託：2581 9366

曉翠苑
銀主拍賣

柴
灣

Ａ座雅翠閣29字樓9號單位

645呎
實
用

826呎
建
築

9833 1884鄭洽
569萬開

9430 7655周洽

福民大樓
銀主拍賣

旺
角

459呎
實
用

9092 0099吳洽
70 萬開

2份之1業權
不提供樓契

6字樓C單位

新利大廈
法院令拍賣

旺
角

296呎
實
用

9833 1884鄭洽
232萬開

不提供樓契

9字樓Ｄ單位

物業（1）、（3）及（5）以連約出售，物業（4）以不交吉出售，
其餘物業以交吉出售。（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

＊以上所有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擔保其正確無誤＊ 牌照號碼：C-012527

承遺產承辦人、銀主、業主、清盤人命及法院令公開拍賣
茲定於2017年7月19日（星期三）

下午3時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Ａ室
編號
1

2

3

4

5

6

7

物業地址
旺角花園街72號 4字樓。（遺產承辦人，租期至
15-6-2019租金$19500）
柴灣曉翠街7號曉翠苑Ａ座雅翠閣29字樓9號單位。
（銀主命）
葵涌葵昌路90-98號美和工業中心15字樓6號單位。
（租期至30-3-2018租金$8117）
屯門景峰徑4-8號怡樂花園第3座26字樓Ｅ單位。
（1/3業權，銀主命，不提供樓契）
油麻地廣東道833號7字樓。（法院令，一開即售，不
提供樓契，事故單位）
香港西半山薄扶林道88號錦棠小築8字樓Ａ單位連地
下18號車位。（清盤人）
旺角廣華街1號仁安大廈潮流地域地下Ｇ12號舖位

平方呎
實用749

實用645
建築826
建築297

實用414
建築537
實用540

實用1132

建築118

開價(萬)
580

569

180

70

260

1800

400

聯絡人
9833 1884鄭洽

9833 1884鄭洽
9430 7655周洽
9833 1884鄭洽

9138 6079劉洽

9374 4386任洽

9833 1884鄭洽

9833 1884鄭洽

物業（2）以不交吉出售，物業（4）、（6）、（7）、（8）及（11）以連約出售，
物業（13）以不交吉出售，其餘物業以交吉出售。（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

承業主、銀主命及法院令公開拍賣
茲定於2017年7月12日（星期三）

下午3時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Ａ室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物業地址
旺角彌敦道739號金輪大廈12字樓Ｂ單位。
旺角太子道西72-74號福民大樓6字樓Ｃ單位。（銀主
命，2份之1業權，不提供樓契）
青衣担杆山路1號長安邨（第3座）安江樓3字樓18號
單位。（法院令）
長沙灣兼善里44號6字樓（唐7樓）。（每月租金收入
$11750）
旺角新填地街581號新利大廈9字樓Ｄ單位。（法院
令，不提供樓契）
銅鑼灣記利佐治街2號香港大廈銅鑼灣地帶1字樓128
號舖位。（租期至24-2-2018 租金$14800）
鴨脷洲鴨脷徑3號深灣軒第1座12字樓Ｈ單位。（租期
至11-7-2018租金$13000）（事故單位）
灣仔軒尼詩道252號宏基大廈1字樓連平台。（租期至
31-12-2018 租金$21000）
紅磡必嘉圍7-21號必嘉街44-50號及温思勞街51-57
號福年新樓Ｂ座5字樓6號單位。睇樓日期：8/7 (3-4)
土瓜灣銀漢街46-46Ａ號4字樓前座。（不提供樓契）
天水圍天湖路1號嘉湖山莊樂湖居新北江商場1字樓Ｄ
156Ｂ舖位。（租期至14-9-2017租金$3200）
大埔散頭角村16號地下。（Lot No.1258 in DD23，近
祠堂，碧翠花園，2房，開揚）
旺角上海街451號生輝大廈8字樓。（銀主命，只售
30%業權，不提供樓契）
官塘官塘道436-446號官塘工業中心第4期5字樓Ｋ4
號單位。（銀主命）
官塘官塘道436-446號官塘工業中心第4期5字樓Ｍ4
號單位。（銀主命）
官塘官塘道436-446號官塘工業中心第4期5字樓Ｎ4
號單位。（銀主命）

平方呎
實用916
實用459

實用443
建築573
實用821

實用296

建築120

實用479
建築649
建築871

實用413

實用612
實用35
建築70
建築610

實用287

實用1095
建築1393
實用1300
建築1742
實用1640
建築2090

開價(萬)
720
70

拍賣前
售出
460

232

680

568

830

458

550
120

260

90

473.6

592.3

710.6

聯絡人
5177 8750李洽
9092 0099吳洽

5177 8750李洽

6922 4519馬洽

9833 1884鄭洽

9833 1884鄭洽

6256 0788樊洽

9833 1884鄭洽

6256 0788樊洽

6922 4519馬洽
6922 4519馬洽

9374 4386任洽

9374 4386任洽

9138 6079劉洽

9138 6079劉洽

9138 6079劉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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