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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260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90美元水平。

美元兌加元上周早段受制1.2820附近阻
力後走勢偏軟，失守1.27水平，上周五曾
向下逼近1.2665附近兩周多低位，本周初
表現偏穩，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1.2680至
1.2710水平之間。加拿大統計局上月20
日公佈8月份零售銷售值按月下跌0.3%，
遜於7月份的0.4%升幅，但同日公佈的9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反而上升
1.6%，高於8月份1.4%升幅之外，更是
連續3個月攀升，顯示通脹率正穩步上
升，未受8月份零售數據轉弱影響，並逐
漸接近央行的2%通脹目標之際，加拿大
央行行長Stephen S. Poloz上周二表示，
隨着經濟演變，基本力量仍繼續驅動通
脹，反映央行依然警惕通脹的回升，不排
除加拿大統計局本周五公佈的10份消費
者物價指數將進一步升溫。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與伊朗關係惡
化，中東緊張局勢有升級風險，布蘭特
期油與紐約期油過去3周持續攀升，雙雙
處於兩年多高位，將有助減輕加元的下
行壓力。此外，加拿大央行副行長Caro-
lyn A. Wilkins本周三將發表言論，若果
其發言一旦認為通脹可能逐步回升，則
迅速有助加元短期走勢。預料美元兌加
元將反覆走低至1.2600水平。

關注中東局勢 金價跌後反彈
上周五紐約12月期金收報1,274.20美元，較上日
下跌13.3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尾段持續受制1,287
至1,288美元之間的阻力位後迅速遇到回吐壓力，
一度走低至1,273美元附近，本周初呈現反彈，重
上1,279美元水平。美國參議院傾向將寬減企業稅
的時間延後至2019年實施，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
的升幅連日受制2.40%水平，不利美元表現，加上
中東緊張局勢隨時升溫，有助限制金價跌幅。預料
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90美元水平。

五年投資調查：港人冀年均增9%

施羅德2017年環球投資者研究訪問了
全球22,000位投資者，調查發現，他們
對投資回報預期過分樂觀。

低於區內 港人較實際
附圖表顯示，在未來五年投資組合整

體平均回報率的預期中，亞洲投資者的
預期年均回報為11.7%；環球投資者的
年均預期回報10.2%，因此，香港投資
者的預期年均回報9%，低於區內投資
者的目標，顯然較為實際。
施羅德投資指出，上述投資的回報預
期仍較市場過去表現高：1987年至2017
年，MSCI世界指數（環球股市表現指
標）年回報率為7.2%（所有收益均再作
投資）。部分新興市場經歷了高利率及
高通脹的衝擊，對回報造成影響。這可
能導致該等市場的回報率預期上升。

然而，繼數十年的極低通脹及一段時
期的通縮過後，日本的預期回報亦錄得
較高水平(8.9%)。投資者可能認為支持
經濟增長的措施將逐步利好回報。

未來幾年回報率料溫和
施羅德投資認為，未來幾年的回報率
或會維持溫和。施羅德經濟研究團隊預
測未來七年全球股票的年回報率為
4.2%，扣除通脹後預計為2.1%。
施羅德首席經濟學家Keith Wade表

示：「投資者預期回報過高。這意味着
許多投資者都可能在未來變現投資時遭
遇落差，因為他們過分依賴回報以實現
投資目標。」
於目前環境下，回報可能不及以往，

能夠彌合該落差的方式就是增加存款、
調整投資目標，或採用多元化資產類別

的投資策略。
施羅德投資委託Research Plus Ltd在

2017年6月1日至6月30日期間對全球
30個國家的22,100名投資者進行獨立網
上研究，包括澳洲、巴西、加拿大、中
國內地、法國、德國、印度、意大利、

日本、荷蘭、西班牙、英國和美國。有
關研究將「投資者」定義為將於未來12
個月投資至少10,000歐元（或同等價
值）以及在過去十年內曾更改投資組合
的人士。這些個別人士代表有關研究中
各國投資者的觀點。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展望未來五年，香港投資者對平均年回報的預期為

9.0%，較亞洲（11.7%）及環球（10.2%）投資者

的預期更加實際。 ■施羅德投資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美國參議院共和黨在上周四推出了與
眾議院版本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的稅改
計劃。因投資者對美國稅改提議中的部
分內容實施時間可能推遲至2019年感到
失望，令美元近期升勢稍作緩止。眾議
院將於本周就其版本的稅改議案進行投
票，此前籌款委員會在上周四批准了該
議案，民主黨議員統一持反對意見。參
議院的時間表仍不太明晰，正式的議案
仍未起草。數據方面，市場本周將聚焦
於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歐元區發佈的
通脹資料。

文翠珊領導權受挑戰
英鎊兌美元周一大幅滑落，英國首相

文翠珊面對的困境加劇，有40名保守黨
議員準備對其領導權發起挑戰，且英國
退歐協商面臨關鍵期限。英國星期日泰
晤士報周末報道，來自文翠珊保守黨的
40名議員同意簽署針對她的不信任函。
這距離觸發黨內領導權爭奪還差八票。

若觸發這一機制，文翠珊可能會被迫下
台，被另一名保守黨成員取代。另一方
面，英國脫歐事務大臣大衛斯也在周日
表示，英國不會就其認為欠歐盟多少錢
提供一個數字或公式。這突顯出退歐談
判缺乏進展。自2016年6月英國退歐公
投以來，英鎊兌美元已下跌約10%。

1.30美元大關料受考驗
技術圖表而言，英鎊兌美元自年初以

來反覆走高，並促成一上升趨向線，構
成重要支持目前位於1.3090水平，上周
已見多番下探此趨向線，但尚未可作出
明確突破，以至現階段英鎊尚處爭持狀
態；需留意若後市明確地跌破此區，可
能會扭轉整個上升形態。同時，RSI及
隨機指數亦見走低，示意着英鎊當前的
偏軟表現。以年內的累計漲幅計算，
38.2%及 50%的回調水平為 1.3015 及
1.2820，擴展至61.8%則為 1.2620。另
外，250天平均線目前位於1.2780亦為
一重要依據。上方阻力預估為1.33及
1.3450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徐州
報道）中國最大的國有綜合性IT企
業集團——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
有限公司日前與徐州市政府簽署戰
略合作框架，確定在徐州建設智能
製造小鎮、建設國家級信息安全服
務平台（NISSP）淮海子平台等。
據介紹，合作內容具體有中國電
子依託所屬企業長城網際在徐州市

安全谷建設國家級信息安全服務平
台淮海子平台，為徐州市和淮海經
濟區提供信息安全相關服務。

200億發展信息安全產業
設立大數據協同安全國家工程實驗

室徐州分實驗室，發展信息安全產業；
共建城市大數據運營和服務平台和電
子政務服務外包華東總部基地。擬組

織投資超過20億元人民幣，推動智能
製造、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新
一代信息技術創新應用落地，打造新
型智慧城市產業。
此外，投資約150億元人民幣，
在邳州市投資建設智能製造小鎮項
目，包括建設小鎮智能化系統和大
數據中心，形成小鎮智能基礎設施
平台；開發智能住宅和商業配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西安報道）為
期5天的第24屆中國楊凌農業高新技術博覽會11月9日
在陝西楊凌落幕。本屆農高會以「一帶一路助推農業現
代化」為主題，大會期間成交額達到1,411.09億元（人
民幣，下同）。其中，簽約項目364個，總金額1,343.27
億元；各展館及場外貿易成交金額67.82億元。

「帶路助推農業現代化」
本屆大會主賓國為塞爾維亞，大會開展了多層次的

國際合作交流活動，參展參會國家和地區達57個。
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參展參會國家達35個，國
外客商展位數達286個。會期共舉辦了楊凌現代農業
高端論壇、「一帶一路」農業合作部（州）長圓桌會
議、絲綢之路經濟帶跨境投資推介會等22項國際合
作交流活動，來自塞爾維亞、美國、烏茲別克斯坦等
57個國家的政府官員、農業專家和知名企業家齊聚
一堂，共同探討農業發展重大問題，促進農業科技項
目合作。

中國電子徐州建智能製造小鎮 楊凌農高會攬資14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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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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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消費者物價指數；PPI：生產者物價指數；GDP：國內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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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美國

10月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佈會
第三季經季節調整GDP季率初值。預測+0.6%。前值+0.6%
第三季未經季節調整GDP年率初值。預測+2.3%。前值+0.8%
10月CPI月率終值。預測持平。前值持平；年率終值。預測+1.6%。前值+1.6%

第三季GDP季率初值。預測+0.4%。前值+0.3%
第三季GDP年率初值。預測+1.6%。前值+1.5%
10 月 CPI 月率。預測+0.2%。前值+0.3%；年率。預測+
3.1%。前值+3.0%
10月核心CPI月率。預測+0.2%。前值+0.2%；年率。預測+2.8%。前值+2.7%

10月零售物價指數月率。預測+0.2%。前值+0.1%；年率。預
測+4.1%。前值+3.9%
10月未經季節調整PPI核心產出物價月率。預測+0.2%。前值
持平；年率。預測+2.2%。前值+2.5%
11月ZEW經濟景氣指數。預測正20.0。前值正17.6
11月ZEW現況指數。預測正88.0。前值正87.0
10月CPI月率終值。前值-0.2%；年率終值。前值+1.0%
第三季第二次估值GDP季率。預測+0.6%。前值+0.6%；年
率。預測+2.5%。前值+2.5%
9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6%。前值+1.4%；年率。預測+
3.2%。前值+3.8%
10月獨立企業聯盟小型企業信心指數。前值103
10月最終需求PPI年率。預測+2.4%。前值+2.6%；月率。預
測+0.1%。前值+0.4%
10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最終需求PPI年率。預測+2.3%。前值+2.2%
10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最終需求PPI月率。預測+0.2%。前值+0.4%

政治風波纏繞 英鎊再陷弱勢

經貿信息投資理財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劉坻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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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榮獲資本卓越銀行及金融大獎

由香港深圳招商聯誼會創會會長劉毅同其他機構聯合舉辦
之「罕．圓夢—守護快樂嘉年華」日前在沙田科學園成功舉
行。何志盛、沙田區區議員李世榮及離島區區議員鄺官穩應邀
出席。該活動吸引1,000人次到訪，包括20個來自罕見疾病家
庭、寄養、低收入家庭及兒童院舍的兒童，受惠機構達5個。
主辦單位藉着舉辦嘉年華的機會與不同慈善機構合作，讓
一眾受惠小朋友接收到愛與關懷，同時亦希望能令社會大眾更
加關心患上罕見疾病的兒童。嘉年華更邀請了香港罕見疾病聯
盟、香港雷特氏症協會及博愛醫院的兒童參與，以確保社區內
不同年齡及不同界別的人士均可體驗嘉年華的精彩活動。
活動當日由愛心慈善大使甄詠珊帶領一眾慈善大使，包括
蘇慧恩等宣揚關注罕見疾病的信息。大會邀得歌手韓梓亮、
王雯、李美琳等在舞台上載歌載舞，將全場氣氛推至最高。
大會更精心準備了各種經典的攤位遊戲，手工製作及臉部彩
繪等，無論大人還是小朋友都樂在其中。
嘉年華的主辨機構包括香港深圳招商聯誼會，慈善團體
「愛．貢獻」、「愛拚人生」以及AP79，協辦機構包括顯慈
集團有限公司及Wefight。

罕．圓夢—
守護快樂嘉年華成功舉辦

日前，香港佛光道場主辦伊館「梵音詠香江」佛教
音樂會，入場觀眾超過3,200人。佛光山退居和尚兼
泰華寺住持心定和尚、佛光山港澳總住持永富法師、
40多位佛光山法師、佛光青年團、佛光青少年團，以
及佛光、三好兒童班學員唱誦多首梵音禮讚，帶給與
會人士一場洗滌心靈的饗宴。
音樂會由心定和尚唱誦《禮讚諸佛》展開序幕，
歌韻自然流暢，彷彿祥雲集結。接着《六度歌》告
訴行者要上弘下化，悲智雙運，福慧齊修。 接近尾
聲，心定和尚分別以書腔、道腔、梵腔唱出《回向
功德》。
佛光兒童、三好兒童、佛光青少年、佛光青年團員

接續登場。佛教徒耳熟能詳的《心經》由佛光兒童以
甜美清脆的歌聲演繹，令人耳目一新 。三好兒童

《四大菩提心咒》琅琅上口。
佛光青少年以非洲鼓伴奏《金剛
薩埵百字咒》，節拍強勁，讓與
會人士感受到佛教朝氣勃勃的
一面。法師團唱誦《香纔爇》、
《開經偈》、《啟告十方》、
《觀音發願文》等，梵音美
妙，文詞句句啟迪人心。
永富法師以嘹亮的音聲演繹《鐘聲偈》，喚醒行人

沉睡的心靈；並在優雅悠揚的古琴伴奏下唱出三時繫
念的《二時示訓》，扣人心弦；永富法師其後帶領佛
光青年唱誦《誰念南無》，起首的獨唱猶如仙境傳來
的天籟之音。
團長黃永明指出，音樂會的成功，還有賴於默默在

台下伴奏的隸屬佛光山國樂團的「台北絲竹樂團」。
當司儀宣佈音樂會結束時，台下encore聲不絕，心

定和尚、永富法師，帶領法師團、青年團向全場觀眾
獻上《最上三寶》，歌聲充滿歡樂、吉祥的氣息。最
後是感人的《惜別歌》。一場「聞聲可以娛耳，聆語
可以開襟」的音樂會在圓滿的氣氛下結束。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日前首次獲資本雜誌頒
發「資本卓越銀行及金融大獎 2017」的「資
本卓越跨境業務大獎」，工商業貸款部主管
鄧靜文代表該行出席頒獎典禮及接受獎項。
鄧靜文表示：「對於獲得資本雜誌頒發此

項大獎，我們感到十分高興。該獎項是對東
亞銀行在過去一年致力為企業客戶提供以客
為本、卓越的跨境銀行服務的嘉許。東亞銀
行紮根香港近百年，一直為企業客戶提供一
應俱全的跨境融資方案，包括人民幣貿易融
資、人民幣營運資金貸款、在岸及離岸貸款
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服務，全面照顧香港

及內地客戶的需要。今後，東亞銀行會繼續
密切留意市場發展，以配合客戶跨境業務發
展所需，協助他們抓緊每個營商機遇。」
東亞銀行現為香港最大的獨立本地銀行，

擁有龐大的服務網絡，於全球設有逾 200 個
網點，覆蓋香港、大中華其他地區、東南
亞、英國和美國等，為客戶提供全面的企業
銀行、個人銀行、財富管理及投資服務。東
亞銀行根據企業客戶的需要，度身設計靈活
的商業理財配套服務，包括營運資金貸款、
跨境融資、貿易融資、銀團貸款、企業電子
網絡銀行服務、強積金及一般保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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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音詠香江梵音詠香江」」佛教音樂會舉行佛教音樂會舉行

■罕．圓夢—
守護快樂嘉年
華成功舉辦

■佛光兒童演唱《心經》，給人歡喜、希望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