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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加元上周二受制1.2780附近阻力後
走勢偏軟，周三迅速回落至1.26水平，上周
尾段曾向下逼近1.2555附近兩周低位，本周
初略為反彈，一度重上1.2605附近。美元兌
加元上周輕易失守1.26水平，主要是美國聯
儲局7月份會議記錄降低部分投資者對聯儲
局今年進一步加息的預期，美元指數下跌至
93水平，再加上白宮人事急劇變動，政治風
波不斷，市場擔憂特朗普難以推出改善經濟
的計劃，令加元受惠美元的偏弱表現。

通脹回升 貨幣政策偏緊
美國上周五公佈8月份消費者信心攀升至
97.6，高於預期，更是今年1月份以來高點，
不過加拿大統計局同日公佈7月份消費者物
價指數按年上升1.2%，升幅明顯高於6月份
的1%，使加拿大央行下月6日會議有機會維
持偏緊立場，數據帶動美元兌加元迅速跌穿
1.26水平。隨着加拿大3月至5月之間的零售
銷售連續3個月上升，而7月份新增職位更是
第8個月呈現增長，不排除加拿大統計局本周
二公佈的6月份零售銷售數據將繼續保持增
長，有利加元走勢。此外，紐約期油上周持穩
每桶46美元水平後，本周初有企穩48美元水
平傾向，有利加元短期表現。預料美元兌加元
將反覆跌穿1.2500水平。

金價反覆挑戰1300關
上周五紐約12月期金收報1,291.60美元，

較上日下跌0.80美元。金價上周尾段曾經迅
速轉強，12月期金更一度上揚至1,306.90美
元附近，而現貨金價亦一度向上逼近1,301美
元附近9個月高位。雖然現貨金價本周初曾

回軟至1,280美元水平，不過美國白宮人事變動不斷，政
治呈現不穩，經濟改革前景趨於不明朗，同時朝鮮半島
局勢依然緊張，市場避險氣氛仍未消退，將繼續有助金
價高位徘徊。預料現貨價將反覆重上1,300美元水平。

地緣風險降溫 佈局歐洲增長股

安聯歐陸成長基金產品經理田克杰表
示，西班牙巴塞隆那上周發生汽車撞人
恐怖襲擊，造成13人身亡、逾百人受
傷。然而，對於歐股影響有限，觀察上
周道瓊歐洲600指數，由於地緣政治的
擔憂消退，加上金屬價格帶動礦業和石
油類股上漲，歐股自4月的低點反彈。

連續六周資金淨流入
據美銀美林引述EPFR統計至8月16

日，連續五周獲得資金淨流入的日本
為上周吸金王，上周吸金幅度擴大至
25.41億美元；歐股則連六周吸金，上
周獲資金淨流入吸金5.42億美元；新
興市場則結束吸金態勢，上周小幅流
出2.12億美元。美股則持續遭到資金
賣出，上周流出38.7億美元。

通脹升溫數據不顯著
在經濟數據方面，田克杰表示，歐

元區7月CPI終值年增1.3%，7月核心
CPI年增1.2%，皆符合市場預期。據
歐洲央行(ECB)公佈 7月會議記錄顯
示，多位官員認為通脹升溫的訊號仍
不夠顯著，需要更多的彈性以適應政
策的鬆緊調整，並擔憂歐元可能持續
升值的問題，指出近期歐元的上漲是
因為歐元區相對於全球其他地區的基

本面變化。
田克杰表示，歐洲基本面展望仍

佳，儘管近期歐元升值衝擊歐洲出口
股表現，然歐股地緣政治風險降低，
建議投資者從基本面觀察，挑選具有
結構性增長，得以創造長期動能，較
不易受景氣循環影響的公司，掌握歐
洲企業的超額回報。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近一周美國與朝鮮爆發衝突疑慮逐漸降溫，但美

國特朗普政府陷入政治不穩定，影響國際股市氣

氛，美國三大指數上周均收跌、日本東證指數亦下

跌1.23%。西班牙巴塞隆那發生的汽車撞人恐襲事件，未對歐股

帶來影響。資金流向顯示，歐洲股市在地緣政治降溫下獲資金垂

青，金屬價格帶動礦業和石油類股上漲，建議投資者挑選具有結

構性增長的歐洲企業股。 ■安聯投信

美元反彈乏力 商品貨幣喘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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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市場受到特朗普政府人事方面辭職潮、恐襲
事件、朝鮮局勢緊張升級影響，避險貨幣普遍揚
升；而美元則呈反彈乏力，徘徊在93區間附近，仍
然接近於8月2日低位92.55。本周將迎來一年一度的
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貨幣政策研討會，美聯儲
主席耶倫和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分別在周五和周六
的公開講話料會引起市場重點關注。

關注耶倫對縮表速度看法
耶倫議題為金融穩定，這次演講的性質，意味着

她有可能解釋其對縮表速度的看法，什麼狀況可能
導致她改變預設線路，以及在通脹低迷情況下她傾
向於多大程度推遲加息。若有關於其他央行政策正
常化可能如何改變美聯儲計劃的內容，也將給人以
啟發。耶倫今年6月時被直接問及金融環境放鬆是否
可能支持加快加息時，她指出金融市場狀況只是美
聯儲制定政策時所考察諸多資訊中的一個方面。
美聯儲官員的最新預測顯示，決策者預計今年再

加息一次，可能在12月，與此同時開始縮減資產負
債表。另外，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也將在會上講
話，投資將尋找2018年歐洲央行縮減每月資產購買

規模的線索，這可能是他在歐洲央行9月7日會議前
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或許他將繼續保持一貫謹慎
鴿派的看法，但仍需注意關於歐元幣值飆升帶來的
影響，全球和歐元區經濟的判斷相關意見，需要重
點關注。

紐元反彈阻力0.7570
紐元兌美元方面，近日走勢處於低位橫盤，下方

支持參考上周低位於0.7224，需防範若下破此區，紐
元或會延續月初以來之跌勢，關鍵則預測為250天平
均線0.7140以至0.70關口。倘若以五月至今的累積
升幅計算， 50%的回吐水平會看至0.7190水平，擴
展至61.8%則在0.71。另一方面，上方阻力則矚目於

100個月平均線0.7570，自去年9月觸碰以來，匯價
就一直沒能衝破此技術指標，因此，若可突破此
區，紐元兌美元才可望擺脫跌勢，上延目標則會看
至0.7745及0.78水平。
美元兌加元方面，過去兩個月匯價一路下滑，直

至七月底似乎在1.24止住了跌勢，至上周二高見至
1.2778；但此後又復跌勢，當前回見至1.26水平附
近。上方阻力將回看50天平均線1.2820水平。以黃
金比率計算，38.2%的反彈幅度見於1.2940水平，擴
展至50%則為1.31。反之，近日正處於調整，若果進
一步下破1.24這個關鍵水準，預料延伸跌幅可會看
至1.2175以至1.20關口，進一步則會參考2015年5
月低位1.1916。

經貿信息投資理財■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72017年年88月月2222日日（（星期二星期二））B8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跌穿1.250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30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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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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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貿易平衡。前值28.13億盈餘
7月公共部門凈借款(PSNB)。前值62.78億
7月公共部門收支短差(PSNCR)。前值182.83億赤字
8月ZEW經濟景氣指數。預測正15.0。前值正17.5
8月ZEW現況指數。預測正85.5。前值正86.4
8月工業聯盟(CBI)總工業訂單差值。前值正10
6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3%。前值+0.6%
6月扣除汽車的零售銷售月率。預測持平。前值-0.1%
6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屋價格月率。前值+0.4%
6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屋價格年率。前值+6.9%
8月里奇蒙聯儲綜合製造業指數。前值正14

■地緣政治
風險降溫，
吸引資金流
入歐股。圖
為法國巴黎
地標凱旋門
一帶景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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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內地兩大物流龍頭企業圓通和申通，近日分
別與西安國際港務區簽署項目協議，在西安
國際港務區建設圓通（西安）跨境商貿及服
務產業園項目、申通西北地區轉運中心項
目，兩個項目投資額均為15億元(人民幣，下
同)。據悉，項目建成後，圓通和申通將利用
「長安號」中歐、中亞班列開展國際貿易業
務，對西安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上重要的內
陸中轉樞紐港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圓通速遞、申通快遞都是內地快遞行業的
領軍企業，此次簽約的圓通跨境商貿及服務

產業園項目投資額15億元。項目將依託圓通
全球集運平台、圓通媽媽商貿平台、圓通速
遞網站平台、圓通航空+西北航空平台，作為
圓通速遞在西北地區的總部基地。

利用中歐中亞班列開展貿易
申通西北地區轉運中心項目亦同樣投資15

億元，將建設申通快遞洲際運營中心、國際
貿易轉運中心、跨境電商服務中心，向全球
品牌商、採購商和供應商提供跨境貿易、進
出口口岸通過服務、跨境物流綜合服務解決
方案。此外，申通快遞的國際板塊業務公司

申通國際集團，還將在西安國際港務區設立
國際貿易公司，利用西安港，「長安號」中
歐、中亞班列及西安綜合保稅區等功能平
台，整合申通國際全球物流網絡、跨境貿易
渠道資源、跨境電商綜合服務能力，拓展自
身業務板塊，開展國際貿易、供應鏈金融等
業務。
據悉，此次西安國際港務區與兩家行業領

軍集團的項目合作，將通過聯合西安國際陸
港集團在歐洲佈局中轉樞紐節點的集散能
力，逐步打通中國—亞歐地區陸、鐵、空、
海物流大動脈。

圓通申通西安投資圓通申通西安投資3030億拓跨境物流億拓跨境物流

■圓通和申通分別與西安國際港務區簽署項目協議。 香港文匯報西安傳真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寧夏香港經貿交流懇談會在港舉行

李學盟致辭表示，寧夏是全國唯一的省級回族自治
區，在地理上有不東不西、不高不低、不冷不熱的

地理特徵。在資源上更是有農業優勢，土地資源豐富，引
黃灌溉便利，光照時間長，晝夜溫差大，非常適宜農作物
生長，素有「天下黃河富寧夏」之說；寧夏還具有能源優
勢，探明礦產50多種，煤炭探明儲量全國第六，人均產
煤全國第三；旅遊優勢，古老的黃河文明、神秘的西夏文
化、濃郁的回鄉風情、雄渾的大漠風光交相輝映、絢麗多
彩，有著名的「兩山一河」（賀蘭山、六盤山、黃河）、
「兩沙一陵」（沙湖、沙坡頭、西夏王陵）、「兩堡一
城」（將臺堡、鎮北堡、古長城），是全國繼海南之後第
二個全域旅遊省區。
李學盟表示，港澳地區是寧夏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和密

切夥伴，目前，在寧夏投資發展的香港企業有491家、澳
門企業14家，涉及電子產品製造、計算機軟件、新能源

開發、建築材料、葡萄酒
生產、旅遊文化等眾多領
域。同時，寧夏是供港蔬
菜重要生產基地，供港蔬
菜種植面積達12.4萬畝，年
產量約27萬噸，10家供港蔬
菜生產基地被香港漁農署授予
「信譽農場」稱號。同時，寧
夏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驛站，也是「一帶一路」的重要
節點，在此重要時間節點，寧夏與香港都遇到難得的廣闊
的合作空間與機遇。
香港貿易發展局、寧夏回族自治區代表團，寧夏青銅峽

市等領導與代表共同出席了此次懇談會。懇談會上各位嘉
賓歡聚一堂，品嚐來自寧夏、獲獎無數的葡萄美酒，氣氛
熱烈。

日前，香港河源市源城同鄉會舉辦「青少年尋找家
鄉的故事」親子學習交流團，共60多人參加。這次
活動由香港河源市源城同鄉會永遠榮譽會長葉平南擔
任榮譽顧問，江建彬會長任團長，馬超環理事長、王
進強監事長任副團長，並得到河源市團市委，源城區
委常委、統戰部長林振芳，常務副部長劉智方，副部
長張建華的熱情接待。
交流團先後參觀了河源旅遊主題客天下水晶溫泉、
華南地區第一大水庫——新豐江水電站、廣東省最大
人工湖萬綠湖；在鏡花緣欣賞客家傳統文化劇，參觀
生態正揚葡萄園，並在葡萄園作實地親子野吹，歡聲
笑語，其樂融融。
河源市團市委聯合香港河源市源城同鄉會還組織開
展了「青年同心圓計劃」香港青少年飲水思源文化交

流活動。河港兩地青少年共80多人參加。通過參觀
大學校園、重點中學、圖書館並深入文化交流和互
動，河港兩地青年都表示收穫豐富，不單加深了河港
雙方青少年的認識和了解，更讓香港青少年加深對河
源家鄉的認識，增進河港兩地青少年的友誼。希望在
未來的日子裡，河港青年交流這條友誼之橋能愈加牢
固，讓兩地更多的青少年能夠相遇相知，共同成長。

香港順德北滘同鄉會日前組織香港和順德北滘中學
的優秀學生參加廣西南寧探索之旅。通過為期五天的
探索之旅，同學們獲益匪淺，不僅增進了廣東、廣西
和香港三地學生的交流，也讓他們領略了廣西獨特的
文化魅力，更重要的是引導學生關注社會和弱勢群
體，在實踐中獲得真知，不斷完善自身，成為一個適
應社會發展的人才。
香港和順德北滘中學的同學受到了南寧學生代表的
熱烈歡迎。三個不同地區的學生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
進行交流，了解彼此的理想、學業和生活情況。他們
參觀了歷史悠久的綜合性大學——廣西大學，其美麗
的學校環境、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嚴謹的治學氛圍讓同

學們嚮往，進一步明確了升學目標。
同學們還參觀了廣西民族博物館和廣西規劃館，不
僅感歎各少數民族的勤勞智慧，也感受了廣西日新月
異的發展速度，增進了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
在上林禾田農耕文化園中，同學們親身參與了耕田、
割禾和餵魚等過程， 學到了課本以外的知識，也理
解了糧食的來之不易。同學們還到南寧敬老院和上林
縣的不孤村，為孤寡老人和貧困家庭送愛心、送溫
暖，在與不孤村貧困家庭的學子交流的過程中，也為
他們自強不息、孜孜求學的精神感動。

香港河源市源城同鄉會舉辦親子交流團

香港順德北滘同鄉會
成功組織廣西探索之旅

■■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
駐香港窗口主任李學盟駐香港窗口主任李學盟

寧夏香港經貿交流懇談會日

前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寧夏

與香港達成共識，今後將在之

前合作的基礎上繼續深化交流

合作，優勢互補，借助香港這

個窗口讓寧夏更多產品走向國

際。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楊文

明、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總裁張

夏令、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駐

香港窗口主任李學盟等出席。

■香港河源市源城同鄉會舉辦親子學習交流團

■香港順德北滘同鄉會，組織香港和順德北滘中學的
優秀學生參加廣西南寧探索之旅。

■寧夏香港經貿交流懇談會在港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