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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砸盤頻現 市場看空非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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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貨黃金周二晚北京時間 22:06，COMEX 最活躍黃金期貨合約在一分鐘內成
交量為 9,562 手，交易合約總價值逾 12
億美元，金價支撐無力，瞬間跌至
1,266.40美元/盎司。
然而痛苦並未就此結束。大約一個小
時後，COMEX 最活躍黃金期貨合約在
北 京 時 間 23:05 一 分 鐘 內 再 成 交 7,652
手，交易合約總價值近10億美元。
在價值 22 億美元的兩波拋售潮打壓
下，現貨黃金跳水逾 10 美元，日內下跌
逾 1%，跌向 1,260 美元/盎司關口，失守
200日均線。
美韓兩國於 4 日至 8 日舉行史上最大規
模的聯合空中軍演，計劃針對模擬的朝
鮮核導彈目標進行模擬攻擊。據福克斯
報道稱，朝鮮方面已在平壤北部的空軍
基地建造了另一個發射台，與此前發射
的洲際彈道導彈是同一個基地，或暗示
朝鮮已準備進行下一次導彈測試，警惕
朝鮮方面的新舉動。
本周再臨重磅非農周，然而本周除了
非農這一重磅數據之外，還有密集的消
息等待爆發。對於本周的非農數據來
說，投資者需要重點的關註，因為本周
的非農數據作為 12 月加息前的最後一次
就業數據，此次數據的表現就顯得尤為
重要，雖然 12 的加息來說基本已經是屬
於一個板上釘釘的，但如果此次數據依
舊表現亮眼，那麽美聯儲將會有可能在
2018年依舊維持一定的節奏去加息。
技術分析現貨黃金日圖布林帶開口向
外擴張且下軌強勢下攻，MA5 均線下穿
MA10 均線交死叉強勢下行，K線交投於
布林下軌一線，MACD 快慢線交死叉下行綠色動
能大幅放量，KDJ 三線撐死繼續向下發散運行，
行情空頭趨勢表現明顯；4 小時圖上，布林帶三軌
朝下開口運行，MA5 均線與 MA10 均線呈死叉大
開口下行，K 線交投於布林下軌下方，MACD 快
慢線交死叉下行綠色動能放量，KDJ 三線呈死叉
向下發散運行，黃金短線還有進一步下行。操作
上來看的話，筆者建議以反彈做空為主。

金價初步阻力在 1,271 美元附近，進一步阻
力在 1,280 美元附近，建議金價反彈 1,270 美
元附近做空，止損 5 美元，目標價位 1,260 美
元，破位看向1,250美元。
（以上內容屬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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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需拉動經濟 佈局 A 股消費基金
中國官方積極引導經濟結構 向稀缺，廉價勞動成本迎來拐點，帶動農村人均可支配
轉型，成效逐步顯現，消費業

投資攻略

已成為拉升經濟上揚的主力，

收入回升，也使得 2017 年農村可支配收入增速快於城
鎮；三、消費升級：消費由商品轉向服務，商品消費由
中低端走向高端、大眾化走向個性化。

消費支出對 GDP 貢獻率攀升至近 65%，比重

消費產業增長強勁

創歷史新高。另外，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亦

葉宇真表示，中國經濟結構巨變帶動 2016 年以來消
費貢獻率跳升，2016 年中國出口金額為 14.57 萬億元人
民幣，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卻高達 33.23 萬億元人民
幣，內需消費體的總量是外需 2.3 倍，顯示出內部消費
產業增長動能的強勁；另外，服務業亦快速崛起，
2016 年以來，服務業 PMI維持53的高位水平。
他表示，就中國消費類股走勢分析，預期將出現消
費龍頭強者愈強的格局，主要原因在於：全球經濟復
甦，中國 2017 年出口金額累計按年回升至 7%，消費龍
頭企業將享受更多海外市場需求。近期A股消費龍頭白
酒類股再次經歷了一定幅度的調整，主要是股價漲多引
發獲利了結賣壓出籠，並非基本面的修正。由於明年第

創 20 年新高，消費者預期、滿意指數齊升，
顯示消費意願充足，未來 A 股消費型基金漲
升行情持續看俏，投資人可順勢佈局消費產
業相關基金。

■台新投信

台新中證消費服務領先指數基金經理人葉宇真指
出，分析中國消費業成為經濟主力，有三個重要因素：
一、二胎化政策的施行：促使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
迎來拐點，2016 年分別由 12.07%升至 12.95%、4.96%
升至 5.86%；二、農村收入上揚：農村的富餘勞動力走

美元窄幅爭持 等候消息指引







■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在本周二正式通過了鮑
威爾為下一任聯儲局主席，他支持耶倫漸進加息
的政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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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價格走勢顯示，維持利率在 1.00%至 1.25%
不變的可能性為零。

金匯 出擊
黃美斯

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於周二正式通過了鮑威
爾成為下一屆美聯儲主席的提名，這一消息在之
前已經被市場消化，因此對市場幾乎沒有影響。
鮑威爾支持耶倫漸進式加息的政策主張，低利率
的環境將有利於特朗普政府開展 1 萬億美元的基
建項目，並防止美元升值過快傷害出口和美國製
造業。鮑威爾上周發言稱，預計美聯儲利率將進
一步上行，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規模也會逐步收
縮。

美聯儲下周勢加息
美元處於窄幅橫盤，對於美國政府可能關門的
擔憂，抵消了對稅改立法進展的樂觀情緒。美國
眾議院周一投票決定與參議院會議，就稅改立法
進行協商；參議院本周稍晚也將舉行類似的投
票。但同時，如果國會議員本周不能達成預算協
議，則美國政府可能停擺。政府資金將於周五告
罄。不過，對美國利率將上升的預期卻又支撐
美元。聯邦基金利率期貨價格顯示，投資者預計
美聯儲將在 12 月 12 日至 13 日政策會議上加息；

■今年天貓「雙11」購物節的成交額以1,682億元人民
幣再創新高。
資料圖片
一季春節較長，主流白酒公司業績有望達到超預期增
長，盈利能力再度加強，屆時評級面可望回到合理水
平，建議逢低佈局。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金操作建議：

投  資  理  財

■責任編輯：劉偉良

歐元技術走勢轉好
歐元兌美元走勢，歐元上月中旬已升破一下降
趨向線，配合10天與25天平均線亦已形成黃金交
叉，技術上有延續上升的傾向，若匯價可在短期
內保持在 1.18 水平上方，則可望歐元繼續探高，
其後目標可看至 1.20 關口，進一步可參考 9 月份
高位 1.2090 水平。下方則會矚目上周早段曾測試
的 25 天平均線，目前位於 1.1740 水平，要留意若
失守此區或見歐元再陷上落爭持走勢，較大支撐
料為1.1550水平。
美元兌瑞郎走勢，匯價上周於 100 天平均線獲
見支撐，之後呈穩步回升，當前將考驗 25 天平均
線 0.99 水平之阻力，關鍵將指向 1.01 水平，後市
若可闖過此區料美元兌瑞郎可延續新一輪上升動
力，中期目標則會直指過去兩年均未可闖過的
1.0350 水平，同時亦要注意若匯價於將來意外突
破此區，亦象徵由 2015 年中開始的區間上落行
情可能告終，並延展另一輪上漲走勢。下方支撐
回 看 100 天 平 均 線 0.9740， 關 鍵 支 持 預 估 為
0.9560水平。

06:30 澳洲 11月AIG建築業表現指數。前值53.2
07:00 日本 12月路透短觀製造業景氣判斷指數。前值正27
07:50
上周投資外國債券。前值買超1,356億
上周外資投資日股。前值賣超1,562億
11月外匯儲備。前值12,609億
08:30 澳洲 10 月商品及服務貿易平衡。預測 13.75 億盈餘。
前值17.45億盈餘
10月進口。前值持平
10月出口。前值3.00%
14:45 瑞士 11月未經季節調整的失業率。預測3.10%。前值
3.00%
11 月經季節調整的失業率。預測 3.10%。前值
3.10%
15:00 德國 10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1.00%。前值-1.60%
15:45 法國 10月流動賬平衡。前值31億赤字
10 月經季節調整的貿易平衡。預測 46.0 億赤
字。前值46.7億赤字
10月進口。前值449.64億
10月出口。前值402.95億
16:30 英國 11 月 Halifax 房價指數月率。預測 0.20%。前值
0.30%
截至 11 月的三個月 Halifax 房價指數年率。預測
3.90%。前值4.50%
17:00 歐元區 第 三 季 GDP 季 率 修 訂 。 預 測 0.60% 。 前 值
0.60%
第 三 季 GDP 年 率 修 訂 。 預 測 2.50% 。 前 值
2.50%
美國 11 月 Challenger 企 業 計 劃 裁 員 人 數 。 前 值
20:30
29,831人
21:30
一周初申請失業金人數(12 月 2 日當周)。預測
24.0萬人。前值23.8萬人
四周均值(12月2日當周)。前值24.225萬人
續申請失業金人數(11 月 25 日當周)。預測 190.8
萬人。前值195.7萬人
加拿大 10月建築許可月率。預測1.50%。前值3.80%
23:00
11月Ivey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63.5
11 月經季節調整的 Ivey 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前值63.8
GDP:國內生產總值

臻美畫苑

水污染管制條例
(第 358 章)
根據第19(3)條刊登的公告
西北部水質管制區水污染管制監督。
現特此公告，監督已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接獲下述申請書乙份 ─

高 價 誠 徵
古今名家字畫
清朝白玉雜件
銀行本票成交
大 量 客 源

申請類別
排放或沉積類別
處所或裝置名稱
承受水域
溫度
處理方法
新組分
最高流量率或耗水量

─
─
─
─
─
─
─
─

牌照批核
住宅污水處理廠的排放
新界屯門康寶路88號茵翠豪庭
西北部水質管制區
最高攝氏30度
隔篩設施、生物轉盤、沉降池及氯化池
不適用
每日540立方米

上述申請書副本存錄於環境保護署所備存的登記冊內，可供在辦公時間
內查閱；環境保護署地址是：新界荃灣西樓角路38號荃灣政府合署8樓。
如反對批准上述所公告的任何申請書，應以書面列明反對理由，並在本
公告刊登後30天內提交同一辦事處。《水污染管制條例》第19(4)條所指
明的唯一反對理由是：批准申請可能會妨礙達致或保持根據本條例第5條
就西北部水質管制區而訂立的水質指標。

香港灣仔駱克道 57-73 號華美粵海酒店大堂 C 舖
電話：（852）3568 1682
傳真：（852）3568 1681
電郵：chunmeiart@gmail.com
綱址：www.chunmeigallery.com
股票代碼：900953

股票簡稱：凱馬B

編號：臨2017-035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獲得政府補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
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一、獲取補貼的基本情況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近期收到財政部預撥付的資金共計人民幣1465萬元。
根據財政部下發的《中央企業處置殭屍企業補助資金管理辦法》（財資[2016]99號）的規定，公司現確認近期
收到的資金共計人民幣1465萬元全部為財政部預撥付的中央企業處置「殭屍企業」工作專項補助資金，該筆
預撥付的補助資金將全部用於公司下屬子公司中被處置殭屍企業的職工分流安置工作。
二、賬務處理及對公司經營業績的影響
根據財政部文件精神，公司將嚴格按照《企業會計準則16號—政府補助》的相關規定，進行賬務處理，
預計將不會對公司經營業績產生直接影響。處置殭屍企業工作的實施，有利於減輕人員負擔，將會對公司後
續的經營發展產生積極作用。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寻石协成先生
见字后请即致电内地电话：
13268160986或香港电话：
(852)28357552与香港国际
社 会 服 务 社 社 工 盘小姐联络，
以商讨一名在香港出生的小孩
的抚养及福利事宜。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奇樂香辣雞煲

傷心酸辣粉

現特通告：梁翰彰其地址為九龍尖沙
咀山林道29號廣利樓地下及一樓4A&B
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尖沙咀山
林道29號廣利樓地下及一樓4A&B舖奇
樂香辣雞煲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
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
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
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12月7日

現特通告：熊麗芬其地址為新界元朗天
水圍柏慧豪園3座46樓H室，現向酒牌局
申請位於新界元朗裕景坊祥發大廈地下9
號舖傷心酸辣粉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 刊登 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樓4
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12月7日

K LOK SPICY CHICKEN HOT POT

Sour And Spicy Noodl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eung, Jonathan
Hon Cheung of Shop 4A & B, G/F &
1/F, Quality Tower, 29 Hillwood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K Lok Spicy Chicken
Hot Pot situated at Shop 4A & B, G/F & 1/
F, Quality Tower, 29 Hillwood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Hung Lai Fan of
Flat H, 46/F, Block 3, Central Park Towers,
Tin Shui Wa Yuen Long,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our And
Spicy Noodle situated at Shop No.9, G/F.,
Cheung Fat Building, Yu King Square,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 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7th December 2017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7th December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