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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日圓上周三受制110.95附近
阻力後走勢轉弱，上周尾段跌幅擴
大，失守109水平，並一度走低至
108.60附近4個月以來低位，本周初跌
幅放緩，周二曾反彈至109.45附近。
日本內閣府上周初公佈第二季經濟

增長年率為4%，顯著高於市場預
期，主要受到國內需求以及企業投資
雙雙轉強所帶動，不過美元兌日圓上
周早段反而連日攀升，更有逼近
111.00關位傾向，直至美國聯儲局公
佈了不利美元走勢的7月份會議記
錄，開始扭轉日圓的跌勢，再加上美
國國內的政治及經濟前景呈現不明
朗，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逐漸下跌
至2.16%附近，令美元兌日圓跌幅擴
大，回吐上周早段所有反彈幅度。

關注美聯儲加息步伐
耶倫本周五將在 Jackson Hole發表

講話，可能增加市場對聯儲局今年底
進一步加息的預期，暫時紓緩美元跌
勢。雖然歐元過去兩周均未能企穩
1.18美元水平，但歐元近期在1.16美
元水平仍有頗強支持，耶倫的講話未
必對歐元構成太大回吐壓力，將有助
限制歐元兌日圓的跌幅，減輕美元兌
日圓的下行壓力。隨着美國10年期
長債息率本周二重上2.20%水平，有
利美元兌日圓作出反彈，預料美元兌
日圓將反覆重上110.50水平。

金價短線有回吐壓力
周一紐約12月期金收報1,296.70美

元，較上日升5.10美元。現貨金價本
周初受制1,294美元附近阻力後，周二
迅速遇到回吐壓力，一度走低至1,283
美元附近。耶倫本周在Jackson Hole
發言之前，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周二
呈現反彈，美元指數連日企穩93水平
之外，反彈幅度有稍為擴大傾向，部
分投資者先行沽金獲利，引致現貨金
價未能企穩1,290美元之上。預料現貨
金價將反覆下試1,280美元水平。

經濟轉強 MSCI中國ETF搶先機

台新MSCI中國基金經理人楊珮玉表
示，今年來股市表現相對沉寂的A股，
在經濟動能轉強、企業中報盈利亮眼，
後市漲升行情看好，其中MSCI中國指
數之成分股，大多是增長動能強勁、中
國新經濟指標之企業，如電子商務、互
聯網、行動支付等新興科技，在科技業
旺季即將來臨催化下，後勁十足，建議
優先佈局MSCI中國指數相關ETF值得
看好。

IMF三度調高中國經濟預測
楊珮玉指出，近期IMF、經濟合作發

展組織(OECD)等國際組織紛紛調高中國
經濟增長率預測，IMF將中國今明兩年
經濟增長分別上調 0.1%和 0.2%，至
6.7%和6.4%，此為IMF今年第三次上調
中國經濟預測。中國GDP年增率自2016
年第四季至今已連續三季回升，扭轉
2011年起連續6年下滑的趨勢。在經濟
好轉下，增長結構也明顯改變，消費產
業佔GDP比重已攀升到5成以上，反映
出新經濟企業的強勁增長力度。

外資基金佈局MSCI指數股
她表示，近幾年中國政府對於外資管

制逐步鬆綁，例如 QFII、互聯互通
等，有利投資氛圍。今年6月MSCI宣
佈納入A股，外資持股比例將從無，逐
年拉高至新興市場的平均水平。然
而，外資與一般投資者最大的不同，

在於外資佈局通常會選擇標杆指數，
作為績效衡量標準，依照慣例，MSCI
所編制的旗艦指數MSCI 中國指數，
將會是最多外資選擇追蹤的指數，上
攻行情相對看好。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中國經濟數據持續增長，第二季各項經濟增長指標

普遍超出市場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已第

三次上調中國2017年經濟預測，在MSCI納入中國A

股為新興市場指數後，建議投資者優先佈局MSCI中國指數相關

ETF，搶佔行情向好先機。 ■台新投信

美元窄幅整理 慎待耶倫講話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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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向金匯 馮強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重上110.5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下試1,280美元水平。

美元周一下挫，因朝鮮地緣政治局勢緊張，投資者
等待本周在杰克森霍爾舉行的年度央行會議，全球主
要央行行長可能會對未來政策行動做出暗示。美元兌
避險日圓連續第四日下跌，日圓通常在市場緊張時受
到追捧。

美韓軍演再激怒朝鮮
韓國和美國軍隊針對朝鮮的武器計劃，周一開始

進行計算機模擬的軍事演習，這一舉動激怒了朝
鮮。朝鮮譴責軍演是為戰爭做準備。至周二，美元
再復走穩，市場焦點放在本周杰克森霍爾全球央行
年度會議，尋求進一步了解貨幣政策前景。近期市
場關注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主席耶倫的講話，
她將於周五在懷俄明州杰克森霍爾(Jackson Hole)舉
行的年度央行會議上發表講話。由於投資者對特朗
普政府實施經濟政策的能力再度感到擔憂，美元最
近幾日受阻。在美國通脹疲弱之際，對於美聯儲今
年再度加息前景的持續懷疑，亦打壓美元。
美元兌日圓走勢方面，圖表雙頂形態的兩個頂部

分別為5月11日的114.36及7月11日的114.49，頸線
位置即6月14日108.81，視為一個關鍵水準，至今重
新回落並大有機會再挑戰頸線支撐，倘若成功破位，
下試目標預估可至108以至107.20，關鍵直指105關
口。上方阻力參考25天平均線目前位置110.65以及
112.20水平，較大阻力則留意114.50水平。

加息預期破滅 英鎊轉弱
英鎊方面，因對英國經濟增長和退歐談判進展的疑

慮持續令英鎊承壓。英國公佈了另外兩份退歐談判策
略立場文件，大臣們設法不讓人覺得磋商進展緩慢且

今年稍晚可能會推遲。外界質疑政府退歐談判的處理
情況，加上本月對英國央行明年加息的預期破滅，已
推低英鎊兌美元至1.30以下，兌歐元則來到0.90英
鎊。
英鎊兌美元走勢在上周顯著跌破上升趨向線，並橫
盤一周多時間後，於上周二更跌破50天平均線，估
計後市若而再跌破7月險守着的1.28關口，料英鎊將
出現較具規模的調整。同時，MACD已初步跌破訊
號線，亦反映著匯價作進一步下跌的機會較大。預計
向下延伸支持料為250天平均線1.2640水平。另一方
面，阻力可參考1.30及25天平均線1.3050水平，下
一級料為1.3160。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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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日經製造業PMI。前值正52.1
8月Markit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4.5。前值54.9
8月Markit服務業PMI初值。預測55.8。前值56.0
8月Markit綜合PMI初值。預測55.5。前值55.6
8月Markit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7.7。前值58.1
8月Markit服務業PMI初值。預測53.3。前值53.1
8月Markit綜合PMI初值。預測54.7。前值54.7
8月Markit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6.3。前值56.6
8月Markit服務業PMI初值。預測55.4。前值55.4
8月Markit綜合PMI初值。預測55.5。前值55.7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419.1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1,455.9
8月Markit綜合PMI初值。前值54.6
8月Markit製造業PMI初值。前值53.3。前值53.3
8月Markit服務業PMI初值。前值54.9。前值54.7
7月新屋銷售。預測61.2萬戶。前值61.0萬戶
7月新屋銷售月率。預測+0.3%。前值+0.8%
8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預測負1.8。前值負1.7

■IMF今年
三度調高中
國經濟增長
預測，企業
盈利增長前
景看好，吸
引外資基金
佈局A股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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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行傳為「帶路」籌數百億美元 人幣中間價破6.66 近一年首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稱，內地四大國有銀行
正在籌集數百億美元的資金，支持「一帶一路」建設。其中，中
國建設銀行（0939）正在為一隻基金籌資至少1,000億元人民幣
（約150億美元），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投資。目前，
建行正在境內外籌集資金，並且已經在向潛在投資者路演。

資金擬用作海外投資
另外，中國銀行（3988）計劃籌集大約200億元人民幣用於一

隻類似的基金。知情人士表示，內地四大銀行中另外兩家銀行，
包括工商銀行（1398）和農業銀行（1288）也在考慮類似的融資
計劃。
報道引述其中一位人士稱，這些通過銀行私募股權或其他投資
平台籌集的資金，是中國央行發起的一項廣泛行動的一部分，旨
在利用境內人民幣資金進行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海外投資。
知情人士稱，建行將為該基金的境外部分籌集美元，並從境內投
資者處籌集人民幣。當中的部分境內資金可能會用於「一帶一
路」海外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美元下跌推動人民幣持續反彈，
人行昨日公佈的中間價報6.6597，較
前一個交易日大幅升值112點子，為
去年9月以來首次升破6.66關口。即

期人民幣匯率也應聲上
漲，離岸 CNH 和在岸
CNY均曾見6.65水平。

美指反彈 漲幅收窄
美元近期疲弱，人行昨

日公佈的中間價，令市場
的看漲氣氛進一步高漲。
離岸CNH上午十時前已
升100餘點子，下午兩時
多見6.6585的全日高位，

此後由於美匯指數回升，CNH漲幅
有所收窄，截至昨晚七時報6.6679，
較前一個交易日升40餘點子。在岸
CNY亦在下午兩時半報 6.65 的高
位，但下午四時後出現一輪急跌，截

至昨晚七時報6.6630，倒跌30餘點
子。
路透社引述交易員表示，隔夜美匯

指數跌破前期反彈通道推升昨日中間
價，美元多頭紛紛止蝕，提振人民幣
匯價；午後非美貨幣下跌美指反彈，
人民幣漲幅亦隨之收斂。他們並表
示，由於中間價升破6.66，市場情緒
受影響，昨日上午湧現大量結匯，午
後則出現自營美元多頭回補頭寸；客
盤結購匯則相對均衡，情緒較理性。
本周重點關注美聯儲傑克森霍爾央行
討論會是否有新的指引。

美匯仍弱 人幣看升
對於人民幣未來走勢，華創證券表

示，8月初以來的人民幣走強與以往
不同，發生在美匯指數反彈的背景
下，也未發現央行明顯的市場引導，
或表明匯改以來的貶值預期有鬆動跡
象。在美匯指數難以大幅走強的背景
下，預計年內人民幣匯率將維持階段
性企穩。
申萬宏源證券則預計，下半年美匯

指數仍上行乏力，並可能進一步下
探；而內地下半年國際收支結構性改
善程度將進一步好於上半年，為人民
幣匯率預期管理奠定良好基礎；考慮
到「逆周期因子」的匯率雙向波動預
期管理作用運行良好，預計下半年人
民幣匯率在當前水平基礎上，穩中可
能小幅升值。

■■人民幣中間價昨報人民幣中間價昨報66..65976597。。圖為圖為
山西銀行人員清點貨幣山西銀行人員清點貨幣。。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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