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暫時上落於 1.3050 至

1.3350美元之間。
澳元：將反覆走高至79.5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處於1,270至

1,30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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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類股業績公佈本周揭開序幕，打
頭陣的兩大指標公司強生、聯合健康保
險皆繳出好成績，股價也有強勁的表
現。參考歷史經驗，醫療類股的業績報
告多能優於市場預期，隨着財報公佈高
峰來臨，將有機會激勵醫療保健股票型
基金走高。

產業盈利高於預期
根據彭博分析，不論是強生或聯合健
康保險，盈利皆優於預期，股價在周二
(17 日)單日漲幅也分別繳出 3.43%、
5.53%的好成績，來到歷史高點。其實根
據過往經驗，醫療保健產業的業績往往
優於分析師預期。
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基金經理人江宜
虔分析，以今年第1季而言，原先預期美
國標普 500 指數醫療類股盈利年增率
2.6%，實際增幅高達7.3%，第2季原先
預估獲利年增2.3%，最後繳出8.7%，本
季目前保守估計盈利年增3.3%，實際財
報表現有機會超預期，這也成為醫療保
健股票型基金績效上攻的重要動能。

政策風險漸告消弭
江宜虔指出，除了企業獲利可期，投
資者先前擔心的政策風險也消弭，美國
參議員針對奧巴馬醫保（Obamacare）制
定跨黨派協議，獲特朗普支持，美國兩
名參議員在本周二宣佈，共和黨與民主
黨已就醫保改革取得突破，同意恢復向
醫療保險公司發放聯邦補貼，使奧巴馬
醫保可以再實施兩年。而總統特朗普表
示支持這一計劃，然而在此之前，特朗
普曾打算取消這項補貼。
江宜虔進一步解讀，中長期而言，醫
療類股擁有「正向循環」，因全球人口
愈來愈老齡化，民眾醫療支出自然增
加，當產業獲利成長，投入更多研發資
源，推動醫學進步，人類又可能進一步
延壽，產業「生生不息」，建議佈局此
一題材，可設定至少長抱二到三年，或
採取定期定額策略，降低選時風險。

緊縮時代來臨 股債續看俏

野村投信投資長周文森 (Vincent
Bourdarie)表示，全球經濟同步成長、
低通脹環境有利於央行維持寬鬆的貨幣
政策，雖然今年已有一段漲幅，短期市
場可能出現獲利了結賣壓，使波動度提
高，但整體風險資產後市依然樂觀，故
若遇到市場修正，則為投資人創造最佳
進場機會。
股市方面，成熟市場相對看好美股

表現，周文森指出，雖然經濟數據表

現有好有壞，但整體而言，美國經濟
短期內沒有衰退之虞，步入熊市機率
偏低，加上企業獲利成長穩定，聯儲
局將與市場充分溝通其政策走向，不
會造成市場過度反應，有利於美股表
現。

具補漲空間 新興股市更佳
新興股市則更為看好，周文森分

析，除了基本面景氣回復成長動能向

上之外，資金面也持續有回補空間，
尤其看好中國和印度在內的新興亞洲
市場，加上亞洲股市相對成熟市場便
宜，漲幅仍落後美國股市，現階段深
具投資價值，建議可以持續逢低佈
局，巴西、俄羅斯則可視為戰略性投
資佈局對象。
債市方面，野村投信固定收益部主管

謝芝朕認為，債市同樣受惠於經濟成長
與低通脹環境，相對看好風險性債券種
類，包括：美國高收益與亞洲高收益
債，以及新興市場債。
高評級債券方面，則是看好全球短期

收益債、點心債以及新興市場高評級債
券。

加息期間 對債市影響不大
謝芝朕分析，根據彭博資料統計，過
去自2015年 12月第一次啟動加息以
來，過去的4次升息期間，無論是高評

級或是高收益債券在升息之後1個月、3
個月和6個月後都有良好的表現，投資
者不用過度擔心加息期間對債券的影
響。
謝芝朕指出，由於美國、歐洲和中國
領先指數顯示未來3個月至6個月經濟
穩健成長，營造市場低波動及寬鬆金融
環境，進一步帶動風險性資產的良好表
現。
若市場波動度保持穩定，就算美債殖

利率小幅彈升，對風險性資產影響仍
低，風險性債券可望持續提供良好報酬
率。
此外，野村投信認為，美元應該會在
第四季持穩，甚至可能小幅升值，但美
元長期走勢依然偏弱，相對看好人民幣
以及亞洲貨幣如印度盧比和印尼盾。
建議投資者可以趁短線整理之際，佈

局相關之新興市場債、亞太、高收益債
券基金。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時序進入第四季，今年以來經濟緩步成長加上貨

幣政策溫和，全球呈現股債齊揚走勢。儘管第四季

聯準會縮表計劃展開，美國與朝鮮衝突仍具不確定

性，使市場波動性增加，但經濟基本面與成長趨勢不變，各國央

行保持寬鬆貨幣政策，加上低通脹、企業盈利增長，預計今年第

四季全球股債市展望持續樂觀，美國縮表亦不能阻止牛市前進。

■野村投信

觀望氣氛濃 英鎊炒上落
動向金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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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本周初受制1.3310美元附近阻力
後走勢偏軟，本周尾段曾向下逼近
1.3085美元附近兩周低位。歐洲央行下
周四舉行政策會議前，歐元兌英鎊交叉
匯價本周持續表現偏強，本周五更觸及
0.9020附近1周高位，引致英鎊連日走
勢不振，而美國參議院通過2018年度
財政預算案，有助特朗普推出稅改計
劃，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本周五攀升
至2.37%水平1周多以來高點，帶動美
元指數反彈，亦略為不利英鎊表現。
雖然英國9月份通脹年率攀升至3%

的5年多以來高點，但英國國家統計局
本周四公佈9月份零售銷售按月下跌
0.8%，增加市場對英國央行是否有偏
向強硬立場的疑慮，預期英國央行下月
2日公佈議息結果前，英鎊的波幅將會
繼續受到限制。

央行或最快下月2日宣佈加息
另一方面，英國本周三公佈6月至8

月期間的失業率仍處於4.3%的42年以
來低點，而實質平均周薪(經通脹調整)
按年卻呈現下跌，反映薪金的增長正顯
著落後於通脹的升幅，不排除英國央行

最快將於11月2日作出加息行動。不過
英國國家統計局在下周三公佈第3季經
濟增長數據之前，投資者可能較為傾向
觀望，將限制英鎊的波動幅度之外，亦
同時增加英鎊處於橫行走勢的機會。此
外，英國央行下月2日將公佈新一輪的
通脹報告，將有助市場揣測英鎊利率的
變化。
美國本周四公佈上周首次申領失業救

濟人數下降至22.2萬人，減少2.2萬
人，為44年來低點，而同日公佈的10
月份費城聯儲企業指數亦升幅強勁，增
加市場對美國聯儲局今年底進一步加息
的預期，亦稍為有助美元走勢，但美元
指數近兩周持續在92至93水平之間徘
徊，遲遲未能重上94水平，反映市場
對過於推高美元依然頗為審慎，將逐漸
減輕英鎊近日的下行壓力。隨着歐元兌
英鎊交叉匯價過去1周皆受制0.90水
平，有助限制英鎊跌幅，預料英鎊將暫
時上落於1.3050至1.3350美元之間。

經濟數據佳 澳元上試79.5美仙
澳元本周未有太大變動，大部分時間

均處於78.20至78.80美仙之間的活動範
圍。澳洲統計局本周四公佈9月份新增
1.98萬個就業職位，高於市場預期之
外，更是連續12個月出現增長，失業

率則下降至5.5%，為5
個月以來低點，數據顯
示澳洲就業市場保持穩
健，將有利第3季經濟表
現。
雖然新西蘭工黨成功

組成聯合政府，但市場
對新政府的經濟政策充
滿不確定性之際，紐元
連日受壓，帶動澳元兌
紐元交叉匯價急速上
升，本周五更一度向上
逼近1.1255附近約1年半
以來高位，升幅有進一
步擴大傾向，將有助澳
元逐漸向上衝破過去1周
以來位於78.80至79.00美仙之間的主要
阻力位，預料澳元將反覆走高至79.50
美仙水平。

憂地緣政治升溫 金價有支持
周四紐約12月期金收報1,290美元，

較上日升7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四受制
1,291美元水平後走勢偏軟，周四曾回
落至1,279美元附近，主要是美國參議
院通過2018年度財政預算案之後，美
國10年期長債息率以及美元指數雙雙
攀升，加上美國上周首次申領失業救濟

人數下降至44年來低點，增加聯儲局
今年底加息機會。不過部分投資者仍憂
慮地緣政治風險隨時升溫，預料現貨金
價將暫時處於1,270至1,300美元之間。

■責任編輯：梁麗芬/黎永毅 20172017年年1010月月2121日日（（星期六星期六））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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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蘭獲ASQ全球最佳機場稱號

聯通與阿里共享雲資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玫 報道)第27屆
國際機場協會（ACI）全球年會日前在毛里
求斯舉行，在與全球300多個機場的競爭
中，海口美蘭國際機場（0357）脫穎而
出，獲得「2016 年 度全球最佳機場
1500-2500萬規模組ASQ第一名」、「2016
年度 1500-2500 萬規模組 ASQ 最佳機場
（亞太區）」、「2016年度全球最佳機場
（亞太區）ASQ第三名」等大獎。這是迄
今為止中國機場在1500-2500萬規模組中取
得的最高榮譽。
國際機場協會(ACI)是當前國際最具影響
力的機場非盈利組織，致力於協助全球成
員機場提升服務品質與運營管理能力，是
全球機場行業規則、制度和標準的制訂
者。國際機場協會機場服務質量評選
（ASQ）排名是一項比較全面的乘客服務
基準測試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 繼資本合作計劃後，中國聯通集
團微博昨公佈，與入股互聯網企業在業務領域開展
首項重大業務合作。
聯通與阿里巴巴相互開放雲計算資源，阿里雲將

向聯通全面開放包括計算、存儲、安全、大數據、
人工智能在內的公共雲服務能力，同時在政務雲、

行業客戶市場等專有雲領域進行聯合拓展，並繼續
深化混合雲方面的合作。
另外，集團與騰訊(0700)將依托各自在通信、雲計

算、網絡安全領域內的豐富資源與能力，強強聯
合，在雲計算和網絡服務領域相互開放資源，打造
「雲、管、端」互聯網產業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海外發展(0688)宣佈，今年首
三季經營溢利按年增長13.7%；公司並預期內地房
地產市場將繼續有溫和增長。
截至9月底止九個月，中國海外的經營溢利為

399.6億港元，經營業務收入為1,084.1億港元，同
比微增1.7%；7至9月第三季的經營業務收入和經
營溢利則分別為212.1億港元和78.3億港元。今年

首三季，公司累計合約物業銷售額為1,836.4億港
元，同比增7.1%。
中國海外並稱，內地房地產市場在個別城市仍然

熾熱的情況下，引致更多地方政府推出緊縮措施，
整體房價以及交易量增速進一步放慢，行業整合加
速和集中度提升更為明顯；但公司預計未來房地產
市場仍會繼續溫和增長。

中國海外首三季多賺14%

■■美蘭機場獲美蘭機場獲ASQASQ全球最佳機場全球最佳機場。。右為美蘭機場董事長王貞右為美蘭機場董事長王貞。。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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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訊息投資理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