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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投資外國債券。前值892億

上周外資投資日股。前值12,353億

9月貿易平衡。預測5,598億盈餘。前值1,126億盈餘

9月出口年率。預測+14.9%。前值+18.1%

9月進口年率。預測+15.0%。前值+15.2%

9月就業人數。預測增加1.50萬人。前值增加5.42萬人

9月全職就業人數。前值增加4.01萬人

9月就業參與率。預測65.2%。前值65.3%

9月失業率。預測5.6%。前值5.6%

三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佈會

9月貿易平衡。前值21.73億盈餘

9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1%。前值+1.0%；
年率預測+2.1%。前值+2.4%

9月扣除能源的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1%。前值+1.0%

9月扣除能源的零售銷售年率。預測+2.4%。前值+2.8%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10月 14日當周)。預測
24.0萬人。前值24.3萬人

四周均值(10月14日當周)。前值25.7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10月7日當周)。預測190.0萬人。前值188.9萬人

10月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數。預測正22.0。前值正23.8

9月領先指標月率。預測+0.1%。前值+0.4%

日圓待變 觀望周日大選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本周美元兌其他主要貨幣普遍上揚，投資者猜
測美國總統特朗普將選擇一個比現任美國聯邦儲備
理事會(FED)主席耶倫更鷹派的人選來接任。據華
爾街日報援引白宮官員消息，美聯儲主席人選現已
收窄至5人，分別為耶倫、沃什、泰勒、鮑威爾和
科恩。此前已有報道稱政策偏向相當鷹派的泰勒給
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其獲選概率大幅上升。
泰勒主張根據規則來制訂貨幣政策，根據他的
公式，即「泰勒規則」，聯邦基金利率應該遠高於
目前1.0%至1.25%的目標區間。因此，投資者押
注他可能會加速升息腳步。此外，特朗普將在周四
與美聯儲主席耶倫會面，討論美聯儲主席一職，並
將在11月3日出訪亞洲前公佈美聯儲主席人選。

美元受惠9月進口數據佳
美聯儲主席的角逐因此進入倒計時，對更加鷹
派主席的預期，推動美元擴大漲幅。其次，周二公
佈的數據顯示，美國9月的進口物價指數月率創下
2016年6月以來的最大增幅，遠超市場預期，也對
美指構成了利好支撐。
美元兌日圓周三升至逾一周新高112.80水平上

方，周一國際文傳電訊社報道，美國與朝鮮兩國外
交官可能在本周於莫斯科會晤，避險情緒緩解。另
外，日本央行委員櫻井真日內表示，物價壓力仍然
疲軟，距離2%的目標還很遠。美聯儲鷹派主席候

選人呼聲漸長，美朝緊張關係有所緩和，以及日本
央行官員講話偏鴿，均對匯價構成支撐。然而，亦
需留意日本周日將舉行大選，倘若出現意外結果，
或會對日圓匯價造成衝擊。
技術走勢所見，在此前兩周，美元兌日圓多次
上探113.30，但均是無功而返，同時相對強弱指
標及隨機指數已升見至超買區域，需慎防若短期
匯價亦未可衝破近在咫尺的113.30阻力，則會醞
釀着較大的回吐壓力。若以近月的累計漲幅計
算，38.2%及 50%的回吐水平將會看至 111及
110.30，擴展至61.8%則達至109.60。反之，若
美元兌日圓終可衝破近期頂部位置，進一步上試
目標可留意114.50水平，較大阻力參考今年初高
位118.60。

基本因素佳 歐股有支持

本次市場對加泰羅尼亞的獨立事件反應
相對平淡，其實該區在2014年11月就曾
舉行過公投。比較這兩次公投對於歐洲股
市的影響發現，2014年的獨立公投，對於
歐洲主要股市的影響甚微。公投後的一星
期各股市漲跌幅介於-0.4%至1.3%，公投
後的一個月，各股市皆上漲；而本次公投
至今，多數歐洲主要股市仍處於小幅上
漲，甚至西班牙也持平。
歐股表現也顯示市場認為加泰羅尼亞

是否獨立，對於整體歐洲股市影響不
大，投資者不需過度擔心。但值得投資
者留意的是，在獨立公投期間，美股帶
頭持續創新高，若後續歐洲市場的投資
氣氛和緩後，股市是否會出現補漲行情
則可多加留意。

勞動市場處蓬勃發展階段
投資者該留意的是歐洲近期強勁的經濟

數據。從統計資料來看，自2013年5月開

始，整體歐盟的失業率持續下降。根據彭
博資料，最新的失業率為7.6%，為2008
年11月以來新低，顯示目前歐洲勞動市
場處於蓬勃發展的階段，而轉佳的勞動市
場也帶動消費者信心同步上揚。也凸顯當
消費者對於未來更樂觀，就會更願意增加
花費，進而刺激經濟成長。從目前穩定下
降的失業率及持續增長的消費者信心，可
看出歐洲景氣成長動能明顯轉強，有助於
內需持續增長，因此持續看好未來歐股表
現，其中以歐洲內需經濟為主的中小型股
可望受惠較多。
鉅亨網投顧總經理朱挺豪認為，儘管

西班牙爆發分裂危機，國際熱錢仍持續
湧入歐股。根據EPFR的資料統計(至10
月 4日)，歐洲股票基金吸金14.9億美
元，位居所有股票市場之冠，且已連續
5周出現淨流入，年度資金淨流入總計
逾250億美元，一舉扭轉去年資金淨流

出的狀況。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事件中
心的西班牙佔整個歐洲股市的比重僅
5.4%，對歐股的影響有限。在基本面健
康及籌碼面充足的情況下，建議投資者
可逢低加碼歐股基金。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今年全球政治風險不斷，近期國際焦點聚集在西班

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鬧獨立的事件上，也讓歐股受影

響而震盪。隨着獨立事件暫歇，有鑑歐洲市場的經濟

復甦仍持續，加上西班牙佔整個歐股的比重僅約5%，對整體市場

的影響有限，投資者反倒可留意歐洲區強勁的經濟，及持續流入的

資金為歐股帶來的有力支撐。 ■鉅亨網投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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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屬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下任美聯儲主席候選人殺出黑馬泰
勒，被認為若上任將加速收緊貨幣政
策，提振美元大漲。彭博報道稱，美
國總統特朗普將傾向於任命鷹派的泰
勒作為美聯儲的下一位負責人。斯坦
福大學經濟學家泰勒被視為更有可能
比耶倫更傾向加息，這將提振美元和
美國國債而壓制黃金。就些市場普遍
認識，美聯儲主席耶倫的繼任者將更
加偏向加息，國際黃金在本周二繼續
下跌至一周低位，美市盤中一度下探
至1,281.3美元附近，黃金延續前一日
跌勢。本周三亞市早盤，美元兌加元
小幅走弱，目前震盪交投於1.25關口
附近，此前北美自貿協定各方部長表
示將延長談判時間至2018年，談判進
展不順令加元和墨西哥比索大幅承
壓，短期來看這一事件的後續影響或
將主導短線加元走勢。
高盛股票策略師表示，如果美國稅
改方案獲得通過，標普500指數可能
升至2,650點，他對該股指的年底目
標位在 2,400 點，低於當前市場點
位；在報告中提及，2,400點目標點位
的假設前提是沒有通過稅改，市盈率
為17.3倍，到明年第一季度通過稅改
的概率為65%；標普500指數10月16
日收報2,558點；若通過稅改，市盈
率或上升至17.9。
技術圖形分析，周一黃金日線級別
收大陰線，不僅結束了自1,260低點
以來的6連陽漲勢，且在高位形成烏
雲蓋頂的K線組合形態，周二延續前
一交日走勢，繼續收大陰線，本周黃
金有可能會繼續下探。從4小時圖上
看，黃金自見了高點1,305以後開始
下跌，一路下跌收陰，空頭完全佔
優，黃金跌破20均線，下探至60均

線附近，說明60均線對黃金仍有支撐，一旦有
效跌破60均線，料下探1,275-1,280一線，黃金
將進入空頭趨勢，從目前的走勢來看，金價運行
在黃金分割位的二分之一位附近，1小時圖上，
多空正在激烈的爭奪，如果受到支撐或大幅反彈
上漲，黃金有望多頭強勢逆襲。星期四金價繼續
關注下方1,275的支撐，操作上筆者建議以區間
操作為主。指標短線偏向於調整，結束依然以多
為主，綜上所述建議回落1,281-1,283美元一線
水準做多，止損5美元，目標1,29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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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巴塞
隆納的自治
區政府建築
頂端，還並
排掛西班
牙國旗和加
泰隆尼亞旗
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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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將

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全方位鋼鐵技

術解決方案的「新華東大鋼鐵先進技術研發與

轉移中心」日前在遼寧瀋陽揭牌成立。這個由

香港新華集團與東北大學校企共建的機構，將

進一步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

路」倡議，已首批選定包括越南、印尼、印

度、馬來西亞以及伊朗等沿線國家的12家企業

作為首批合作對象，未來將為沿線國家特別是

東盟國家提供鋼鐵企業需要的全方位服務。

新華攜先進鋼鐵技術拓「帶路」

當日舉行的揭牌儀式上宣佈，全國政協教科文
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出任中心主席，中國工程院院
士、「超級鋼之父」王國棟教授任理事長。蔡冠深
在發言時表示，此次與東北大學的合作，正能夠發
揮遼港兩地共同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作
用，決心以新華集團的國際化平台，與東北大學將

內地領先的鋼鐵技術推向國際。

將內地先進技術推向國際
據悉，該中心背靠中國冶金工業搖籃的東北大
學，擁有涵蓋採礦選礦、冶煉、熱軋、冷軋、短流
程工藝等鋼鐵共性技術，以及創新工藝和在關鍵環
節擁有自主研發的一批新技術。

共有12位鋼鐵共性技術相關學科的首席科學家
出席了這個活動，其中，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國棟
在致辭時提出，東北大學軋製技術和連軋自動化
國家重點實驗室具有數十項在國際同行中有重要
影響的技術創新和發明專利，此次合作將不僅實
現中國先進技術走出去，更能推動國際鋼鐵行業
的共同發展。

■■吳松指新能源汽車的發吳松指新能源汽車的發
展方向十分清晰展方向十分清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
宏）《財富》（中文版）近
日發佈2017年「最受讚賞的
中國公司」排行榜，青島啤
酒連續十二年上榜，同時入
選的還有阿里巴巴、百度、
海爾等知名企業。2017年度

「最受讚賞的中國公司」的
評選從管理質量、產品/服務
質量、創新能力等9項標準為
候選公司打分。經過評分篩
選，綜合得分最高的50家公
司榮登「最受讚賞的中國公
司」榜單。

青啤上榜最受讚賞中國公司

■青島啤
酒連續12
年 上 榜
「最受讚
賞的中國
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廣汽智聯新能源
汽車產業園整體項目、華南
超競泛娛樂電競產業園、富
力．UCLA國際醫院、粵澳青
年創新創業項目等45個優質
項目日前在番禺集中簽約，
預計總投資額達989億元（人
民幣，下同）。其中廣汽新
項目投資450億元，將促進內
地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

吳松：打造汽車小鎮
在此次簽約落戶的項目

中，廣汽智聯新能源汽車產
業園整體項目的戰略規劃令
人矚目。據廣汽集團副總經

理吳松介紹，智能網聯新能
源分三部分，一個是創客服
務區，考慮在國內外選擇一
百家高科技公司，在自動駕
駛、車聯網、新能源方面具
有前瞻科技，希望他們能落
戶番禺，為智能網聯進行推
廣；二，智能智造區，包括
規劃40萬的整車，以及電池
電機電控，整車首期20萬，
明年底建成，總體在2025年
前完成建成40萬；三，建成
汽車小鎮，建成生態自動智
能新能源汽車服務，小區既
考慮骨幹員工的住房，同時
考慮未來的生活生態方式，
和汽車融合起來，一旦這方
面構造成功，也會在全國其
他方面進行推廣。
吳松還透露，新能源汽車
現在產量雖然不大，但發展
方向十分清晰，「純電動汽
車剛剛投放市場的傳祺
GA3，反響非常好」。此
外，廣汽還針對電動車和純
電的特點打造了三個品牌，
將陸續在2018和2019年投放
市場。

廣汽450億拓展新能源車

■採購商現場品嚐中國食品。
李陽波 攝

■■蔡冠深蔡冠深（（左左））與王國棟教授為與王國棟教授為「「新華東大鋼鐵先進技術新華東大鋼鐵先進技術
研發與轉移中心研發與轉移中心」」揭牌揭牌。。 于珈琳于珈琳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第六屆中國西部跨國
採購洽談會日前在西安舉行，來
自全球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700
家國際採購商及世界500強企業
攜逾百億訂單參會。據統計，此
次各大採購商帶來的採購清單涉
及產品多達 380 多種，在會期
裡，他們將與內地十餘省市數百
家企業進行對接洽談，展開採
購。
據介紹，本屆西部跨採會由陝
西省政府和中國貿促會共同舉
辦，共設置西安、渭南、寶雞三
個會場，總展覽面積3.8萬平方
米，展位1,500個。

陝西省副省長魏增軍在開幕式
上表示，陝西自貿區於今年4月
正式掛牌運行，陝西亦站在新一
輪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希望來自
全球的採購商以此次大會為平
台，積極對接發掘貿易商機，開
展務實合作。

西部跨採會吸百億訂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報道）日前彩生活服務集團CEO唐學
斌在一活動上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
時透露，目前公司在大力推動爆款產品
彩車位的銷售，而今年底公司智慧社區
平台彩之雲用戶較上半年增長150%，
達到千萬。

全國簽約6萬個彩車位
唐學斌表示，內地物業正處在轉型

時期，而突破社區運營瓶頸，挖掘社區
價值，彩生活結合自然社區生態圈建
設，分享其增值服務和基礎服務雙向提
升品質背後，憑借小股操盤、平台輸出
攜眾前行的規模化、成長性優勢，彩生
活對傳統物業同業者免費開放社區B2F

平台彩之雲，以共融、共生、共贏的觀
念，因地制宜，打造智慧社區典範，形
成全國聯動，助推行業進步、共同繁榮
的格局。
他告訴記者，隨着今年三四線城市房

屋銷售火爆，他們拓展的彩住宅也獲得
較好的銷售，他相信到年底公司可以實
現10,000套彩住宅銷售目標。目前，他
們正在推出爆款產品彩車位，盤活開發
商閒置資源，通過私人購買和共享達到
綜合利用，目前他們已在全國簽約了近
6萬個彩車位，銷售了約4,000個。他透
露，隨着公司快速發展，公司智慧社區
平台彩之雲用戶目前已達到600萬，較
6月底增加50%，今年底將有望達到千
萬用戶，較上半年增長150%。

彩之雲用戶將突破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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