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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正在舉行。市場
預期內地股市在大會期間維持穩定
局面。平保(2318)上個星期屢創上
市新高。在窩輪市場，資金持續流
入平保認購證，反映資金越升越看
好。
如繼續看好平保，可留意平保認
購證(28658)，行使價約74元，明
年1月到期，實際槓桿12倍。貼價
選擇，可留意平保認購證(17333)，
行使價約69元，明年3月到期，實
際槓桿8倍。平保接連創新高而國
壽(2628)仍未突破年內高位。如看
好國壽追落後，可留意國壽認購證
(13263)，行使價約26元，明年2月
到期，實際槓桿10倍。
友邦保險(1299)截至八月底為止
的季度，新業務價值逾8.2億美
元，按年升兩成，增長略低過市場
預期；不過新業務價值利潤率達
59%以上，按年升逾8個百分點。
業績前創上市新高的友邦，在業績
公佈後出現回吐，跌至 60元以
下，考驗50天移動平均線支持。
友邦早前宣佈與泰國最大銀行盤
谷銀行達成協議。盤谷銀行自明年
上半年起，將代理友邦的保障及長
期儲蓄產品。大行估計，友邦與盤
谷銀行之間的合作，可以提高友邦

整體新業務價值3%至5%。
如看好友邦再試高位，可留
意友邦認購證(26954)，行

使價65.88元，明年2月到期，實
際槓桿10倍。另外，可留意友邦

認購證(17745)，行使價68.88元，明年4月到
期，實際槓桿8倍。

舜宇博反彈 留意購證16042
有報道指出，由於新智能手機iPhone 8銷情
欠佳，蘋果公司大幅調低未來兩個月的訂單。
舜宇光學(2382)今個月顯著調整，上周曾跌至
約107元。在窩輪市場，過去五個交易日累計
有2,400多萬元資金流入舜宇認購證。如看好
舜宇回升，可留意舜宇認購證(16042)，行使價
150元，明年6月到期，實際槓桿4倍。另外，
可留意舜宇認購證(29934)，行使價138元，明
年8月到期，實際槓桿3倍。兩隻認購證的換
股比率皆為100對1。
本文資料由香港證監會持牌人中銀國際亞洲

有限公司發出，其內容僅供參考，惟不保證該
等資料絕對正確，亦不對由於任何資料不準確
或遺漏所引起之損失負上責任。本資料並不構
成對任何投資買賣的要約，招攬或邀請，建議
或推薦。認股證/牛態證屬無抵押結構性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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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向輪證 政策面利好 A股基金留意五板塊

據中金公司分析，中國內地2017年第三季
實際GDP年增長率從第二季的6.9%下降至
6.8%，符合市場預期，顯示中國經濟增長仍
有韌性。

改革見成效 央企利潤佳
保德信大中華基金經理人陳舜津分析，

由歷史經驗發現，大會期間，A股表現往
往遜於港股，但以十年為一個循環，中國
領導人在第二任期間，A股指數表現往往
優於第一任。目前內地改革已初見成效，
拉動前三季央企收入利潤達2012年以來同
期最佳的水平，換言之，「十九大」之
後，相關板塊可望持續發酵，刺激慢牛行

情。

年底料重大政策定調
陳舜津認為，投資人應留意，年底的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可能有重大政策定調，除了券商
點名五大概念，因「十九大」報告時，多次提
到「互聯網」，要讓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
能與實體經濟深入結合，預計相關概念股有望
受提振。
陳舜津指出，A股短期波動後，對中國經濟

增長前景仍樂觀，特別是8月以來限產力度加
大的情況下，總體經濟仍能保持穩健，預計今
年第四季到明年，消費增長有望走強，進而帶
動大中華股票型基金的表現。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中共「十九大」正在舉行，A股觀望氣氛濃厚，但已有券商解讀

「十九大」報告，點名金融、環保板塊後市可期。分析師建議，A

股短線關卡於3,400點，反而不失為進場的好機會，建議投資人可

透過主動式基金，分享「十九大」會議後的相關利好政策。 ■保德信投信

稅改提振美元 金價走勢承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市場近期焦點放在誰將擔任下任美聯儲
主席，候選人包括現任主席耶倫、白宮國
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科恩、前美聯儲理事瓦
爾許、美聯儲理事鮑威爾和斯坦福大學經
濟學家泰勒。上周初有報道稱特朗普青睞
比耶倫更為鷹派的斯坦福大學教授泰勒出
任下一任美聯儲主席，引發美元上揚；之
後又有報道稱特朗普傾向於提名美聯儲理
事鮑威爾，美元隨之走軟。接着美國參院
通過預算計劃，可能有利推動稅改，激勵
美元周五又重新上揚。
美國參議院周四以51票對49票的投票結
果批准2018財年預算案，這將為共和黨在不
需要民主黨支持的情況下推進減稅措施鋪平
道路。美元走勢持續受到支撐，美債收益率
亦上揚，因投資人預期財政刺激措施可能推
升通脹率。這可能促使美聯儲加息速度高於
市場預期。儘管勞動力市場吃緊，但美國物
價壓力仍特別低迷，美聯儲青睞的通脹衡量
指標——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在
8月份報在一年低位1.3%。
本周重要事件包括中共十九大閉幕後將召

開一中全會確定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以
及歐洲央行和加拿大央行政策決議。數據面
重點關注美國和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日本CPI以及多國製造業、服務業和綜合
PMI。

1275美元不容有失
倫敦黃金方面，上周金價大致承壓，雖然

周四一度反彈，但到了周五又復轉跌，因美
元重拾漲勢。技術圖表而言，10天與25天平
均線接近呈現黃金交叉，但價位受制1,300
美元關口，利好訊號尚未見明確。當前金價
關鍵位置為100天平均線，上周三及周四低
位亦剛好止步於此區之上，目前100天平均
線處於1,275水平，需警惕若跌破此區，金
價或會展開新一輪下跌。下方支持預估在
1,260以至250天平均線1,243美元。阻力則
會回看1,300美元關口，較大阻力料為1,313
及1,320美元。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
聯席董事 葉匯豪

經貿訊息投資理財■責任編輯：黎永毅/劉偉良 20172017年年1010月月2323日日（（星期一星期一））B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成都報
道）第二屆創新藥物發現前沿與實踐
國際高峰論壇暨2017成都天府國際生
物城年會近日在成都舉行。
開幕式上，美企輝瑞、中科院旗

下科輝創新及成都先導藥物開發有
限公司與成都天府國際生物城簽署
合作協議，在成都打造一個新藥研
發基地。

項目首期投資3000萬元
據悉，該項目首期投資規模約
3,000萬元（人民幣，下同），包括
中科院與輝瑞合作基金的現金投入以
及成都先導的項目入股。項目核心成
員由輝瑞、中科院、成都先導的資深

專家組成，將在代謝、炎症、癌症等
疾病方面，同步推進8個標靶新藥研
發。預計兩年內將產生2至4個國際

批件或國際轉讓項目，每年篩選6至
8個新藥標靶，其中2至3個作為先導
化合物進行後續開發。

■輝瑞、成都先導與成都天府國際生物城簽署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記者從
深圳 「中國分享經濟消費保障高峰論壇」籌備組
新聞發佈會上獲悉，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牽頭組
織的首屆中國分享經濟消費保障高峰論壇暨共享消
費模式創新課題研究開題儀式，將於11月中旬在
深圳舉行。

屆時來自全國各地分享經濟、消費保障的專家
學者及相關企業、商家一千多人將出席論壇。
本次高峰論壇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國

家發改委國宏智庫經濟研究院、共生國際商業有限
公司、愛享三陸伍網絡技術（深圳）有限公司協
辦。

深圳下月辦中國分享經濟消費保障論壇

券商分析「十九大」報告受惠板塊
題材 解讀

深化供給側改革 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
低碳、共用經濟、現代供應鏈、
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形成新動
能

市場化改革和國企改革 提高國企利潤水準，並降低槓桿
率，對金融板塊是一大利好

生態環境保護 環保政策收緊的趨勢延續，環保
概念股直接受惠

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社會平等 強化城鄉居民養老和醫療保險制
度

擴大經濟體的對外開放 將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持續推
進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但近期
內較為嚴格的資本管制仍將維持

資料來源：UBS中國，2017年10月19日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 (10月23-27日)

日期
23、24
25

26

27

國家

澳洲
英國

美國

澳洲

日本
美國
澳洲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無重要數據公佈

9:30AM
4:30PM
8:30PM

10:00PM
9:30AM

7:50AM
8:30PM
9:30AM
3:00PM
8:30PM

10:00PM

報告

第三季消費物價指數#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9月份耐用品訂單

9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第三季入口物價指數#
第三季出口物價指數#

9月份企業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第三季生產物價指數#
9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10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
-

+1.3%
55.5萬

-
-
-

23.5萬
-
-

+2.4%
101.0

上次

+1.9%
+0.3%
+1.7%
56.0萬
+0.3%
+22.5%
+0.8%
22.2萬
+1.7%
+2.1%
+3.1%
101.1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 (10月16-20日)

日期
16

17

18

19

20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歐盟
德國
歐盟

英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澳洲
日本
英國

美國

德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6:00PM
3:00PM
6:00PM
4:30PM

8:30PM
9:15PM

4:30PM
8:30PM
9:30AM
7:50AM
4:30PM
8:30PM

10:00PM
3:00PM
4:30PM

10:00PM

報告
8月份歐元區貨物貿易盈餘(歐元)

9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9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修訂)

9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9月份生產物價指數#(輸出)

9月份入口物價指數(減除能源)
9月份工業生產
9月份設備使用率
10月份失業率

9月份建屋動工(單工)
9月份失業率

9月份貿易盈餘(日圓)
9月份零售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9月份領先指標

9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9月份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9月份二手房屋銷售(單位)

結果
161億
+3.4%
+1.5%
+2.8%
+3.3%
+0.3%
+0.3%
76.0
4.3%

112.7萬
5.5%

6701.7億
-0.8%
22.2萬
-0.2%
+3.1%
59億
539萬

上次
232億
+3.2%
+1.5%
+2.7%
+3.4%
+0.3%
-0.7%
75.8
4.3%

118.3萬
5.5%

1136.4億
+1.0%
24.4萬
+0.4%
+2.6%
57億
535萬

R

R
R

R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新疆中
歐班列烏魯木齊集結中心日前開出年內第500列中
歐班列。據介紹，新疆中歐班列從2016年5月起
的每周一列到每天一列，僅用了不到半年時間。
2016年，新疆共開行135列中歐班列。
統計數據顯示，從2016年至今，新疆開出的中

歐班列累計發送貨物118.2萬噸，其中疆內集結貨
物佔到60%。目前，新疆通過鐵海聯運中歐班列
向西聯通中亞、歐洲，向東連接東亞，輻射東南
亞、南亞等區域，實現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無縫連接，促進了亞
歐經貿的發展。

新疆開出年內第500列中歐班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