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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娛晉身「日經 Asia300 可投資指數」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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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1月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PPI)
1月未經季節調整失業率，預測3.4%，前值3.3%
1月經季節調整失業率，預測3.0%，前值3.0%
12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1%，前值-0.5%
12月經季節調整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8%，前
值持平；年率預測1.9%，前值2.2%
12月建築業產出月率，預測持平，前值0.4%；
年率預測-1.4%，前值0.4%
12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9%，前值0.4%；
年率預測0.3%，前值2.5%
12月製造業產出月率，預測0.3%，前值0.4%；
年率預測1.2%，前值3.5%
12月對非歐盟地區貿易平衡，預測41.0億赤
字，前值46.8億赤字
12月全球商品貿易平衡，預測116.0億赤字，前
值122.3億赤字
1月就業崗位變化，預測增加1.00萬個，前值增
加7.86萬個
1月失業率，預測5.8%，前值5.7%
1月就業參與率，前值65.8%
12月批發庫存月率，預測0.2%，前值0.2%
12月批發銷售月率，預測0.6%，前值1.5%

轉型與獲利題材助攻 A股後市看好

總體經濟結構方面，根據中國國家統
計局至2017年 12月 27日資料顯

示，工業企業利潤2017年以來保持高成
長；新興產業如工業機器人、電動車、
資訊相關等產值增速遠高於傳統產業，
產業升級可期，替未來注入更多元增長
動能。
中國2017年11月宣佈3年至5年內完

全放寬外資投資銀行、保險與證券業；

今年宣佈放寬自貿區農產品、船運、航
空、互聯網服務、城市軌道交通建設等
多個範疇的外資投資，並將推動H股全
流通試點。

持續產業與金融開放添動能
內地不再着重華而不實的經濟增長數

據，轉為加強金融風險管控、對外開放
及產業競爭力提升，有助爭取外資長期

性的資金流入。
隨着轉型與對外開放推

進，內地股市將逐步朝以法人
為主的結構，用更有邏輯的方
式投資內地股票，可望幫助股
票投資更重視基本面，進而降
低因消息面而暴漲暴跌的可
能，也因此慎選企業的重要性
將進一步提升。投資者在選擇
基金上，應更加重視經理人選
股的哲學與流程，降低對追逐
指數或熱門股動能方法的依賴
程度。
首域投資團隊在選股上基

於優質品質的管理層(Q)、可
持續的成長(G)、合理價格(P)
的QGP選股流程，投資方向上側重中國
企業中具有全球出口競爭力、消費者忠
誠度、城市化趨勢與科技潮流受惠者，

打造不跟隨指數的首域中國核心基金精
選投資組合，投資者可作為佈局內地長
線投資的另類選擇。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近期內地股市隨國際市場回調，基於經濟轉型、政策

改革、總體企業盈利持續回升，且增長率與股價評價都

相對優於新興市場，後市依然持續看好。 2018年內地

股市持續保有雙位數的盈利增長，根據IBES截至1月23日資料，上海

A股指數整體每股盈餘增長率達19.1%，以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為主

要成份的MSCI中國指數達24.3%，而兩者預估市盈率分別為15.1及

16.2倍，增長性及股價評價優於全球及新興市場。 ■國泰投信

技術形態破位 歐元續調整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美國公債收益率上升幫助美元本周自1月末
觸及的三年低點反彈。指標10年期美國公債收
益率本周初升至四年高點2.88%。過去兩周美
國公債收益率穩步攀升，因預期歐洲央行將會
收緊貨幣政策，且較為強勁的通脹數據導致投
資者擔心美聯儲升息次數可能多於原先預期。
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威廉姆斯周三試圖平
息這些恐懼。他在檀香山的一個活動上表示，
美聯儲將堅持「穩步漸進」的升息計劃，即使
近期美國經濟數據表現較一些人預期強勁，且
勞動力市場緊俏。
另外，美國國會周三達成預算協議，亦支撐美

元走勢。美國國會兩黨領袖罕見地放下分歧，達
成一份為期兩年的預算協議，將政府支出增加近
3,000億美元；但此舉也將擴大聯邦赤字。通過
擴大赤字來增加支出，再加上總統特朗普的減稅
舉措預期給經濟帶來的提振效應，可能讓已然強
勁的美國經濟增長過熱。美元指數周四曾漲至兩
周高位90.57；歐元兌美元跌至1.2240下方，刷
新兩周低位。

正展開一浪下跌態勢
技術走勢而言，歐元兌美元在之前兩周處於高

位區間橫盤，但至本周一再走低，已跌破了區間
底部1.23水平，甚至25天平均線1.2250亦已告
初步失守，圖表亦見5天跌破10天平均線形成利
淡交叉，均預示着歐元兌美元正開展着一浪下跌
態勢。以去年10月至今的累計漲幅計算，38.2%
及50%的調整水平為1.2160及1.2050，擴展至
61.8%則為1.1930。此外，今年初低位1.1914亦
為一重要參考。上方阻力回看1.23及1.2420水
平，下一級阻力料為1.2520。
美元兌加元方面，上周匯價三日低探至1.2350

附近，但一再未能向下作出明確破位後，至本周
出現顯著反彈，似乎有着築底的初步跡象。由於
MACD已升破訊號線構成黃金交叉，示意美元
兌加元短期傾向延續反撲。預計上探首個阻力將
為100天平均線1.2620；美元兌加元在本月上旬
已曾衝擊此指標，但未有闖過此區，如今若可再
探此指標，甚至一舉突破，料更為鞏固美元的反
彈態勢，下一級看至1.2760及1.28水平。至於
下方支持回看1.2420，估計較大支撐則在1.2350
及1.22水平。

福而偉金融控股集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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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屬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上星期五（2月2日）刊登的文章，標
題為《美元指數見底回升，金價可能繼續
下跌》（文匯報B5），筆者當時估計美元指
數上升，金價下跌。寫該文章當日（2月1
日）的金價大約每安士1,339.1美元，一
星期後，金價現報約每安士1,310美元，
下跌29.1美元。

美元指數繼續上升
美元指數有機會影響金價。2月1日美

元指數低見88.671，其後回升，現報約
90.27。2月1日金價高位約1,351美元，
其後下跌，現報約1,310美元。美元指數
6個月平均值為 92.727，1 年平均值為
95.485。筆者維持之前的預測，估計美元
指數有機會上升至92水平，金價有機會下
跌。30年期美國政府債券到期收益率報
3.114%，是近期高位，有機會帶動對美元
的需求。

交易所買賣基金（ETF）黃金持有量大跌
根據Bloomberg 資料顯示，所有已知的
交易所買賣基金黃金持有量（Total known
ETF Holdings of Gold）大幅下跌。2月5
日、6 日、7 日的黃金持有量分別是
72.395M、 72.156M、 72.062M 金 衡 盎
司。SPDR Gold Trust Gold Holdings 黃
金持有量亦錄得大幅下跌（資料來源：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2月5日，6
日，7日的黃金持有量分別是841.35公
噸、829.26公噸、 826.9公噸。2月6日錄

得單日下跌12公噸黃金。

注意金價市場風險
筆者估計，短期內黃金需求量下降，金市暫時

失去承接力。估計金價下跌5%至10%，才能吸引
資金重新流入黃金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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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走勢圖

首域中國核心基金持股與指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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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銀河娛樂集團（0027）宣佈，最近
獲納入「日經 Asia300 可投資指數」。「日經
Asia300 可投資指數」是一個新成立的指數，涵蓋亞
洲最大和發展最快的公司，用作如投資基金等金融產
品的基礎參考指數。

唯一一間港上市博彩公司
「日經 Asia300 可投資指數」涵蓋 300 間亞洲上市公
司，由日本經濟新聞社選出，是必須留意的亞洲公司。
香港共有 34 間上市公司獲納入有關指數，銀娛是其中
之一，亦是唯一一間香港上市的博彩公司。「日經
Asia300 可投資指數」的組成概念跟反映市場變動的
「日經 Asia300 指數」相近，並採用自由流通市值加權
方式計算。銀娛亦是「日經 Asia300 指數」的成份股之

一。
銀娛獲納入「日經 Asia300 可投資指數」及「日經

Asia300 指數」，是集團發展上一個重要里程碑。集
團正積極籌備在日本申請開發和營運綜合渡假村，早
前亦宣佈準備在菲律賓發展世界級環保生態渡假村的
計劃。此外，銀娛晉身兩個指數，直接反映集團近年
在營運和財務方面的出色表現。截至2017 年 9 月，
集團的 12 個月收益為 75 億美元，當中作為旗艦的
「澳門銀河」綜合渡假城的博彩收入為 49.4 億美元，
按博彩收益總額（GGR）計算，銀娛已成為世界上最
成功的綜合渡假城。自 2017 年 1 月，集團股價上漲
90%，至每股大約 65 元 。在全球博彩營運商之中，
市值超過 350 億美元，手持現金總額亦超過 47 億美
元。

瞿秋平任海通國際董事會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 海通國際

證券集團（ 0665）發佈公
告 ， 海 通 證 券 股 份
（6837）黨委副書記兼總經
理瞿秋平正式出任海通國際
董事會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提名委員會及戰略發展委員
會主席，以及薪酬委員會成
員 ，自 2018 年 2 月 8 日
起 生效。
這也是海通國際再次由母

公司海通證券總經理兼任董
事會主席這一要職，反映海
通國際在海通證券國際化戰
略佈局中的重要地位。

瞿秋平具有近40年的金融
從業經驗，於2014年6月25
日加入海通證券，負責海通
證券的整體營運及發展策
略。
2016年10月至今，瞿秋平

被聘為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
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此前，
他曾擔任中國證監會非上市公
眾公司監管部主任，上海銀行
行長等職位。瞿秋平持有復
旦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並曾
於2002年至2003年期間在美
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做訪問學
者。

■圖為銀娛旗艦的「澳門銀河」綜合渡假城。
資料圖片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會議指出，自2014年中國太平全面高質量實現
「三年再造一個新太平」戰略目標後，集團面

貌煥然一新，於2015年開啟打造「最具特色和潛力
的精品保險公司」新篇章。三年來，中國太平保持
精品戰略定力，核心業務跑贏大市，綜合實力顯著
提升。集團總保費、總資產、管理資產年均增速分
別為20%、16%、21%，超行業平均水準。集團年均
增速已連續六年跑贏大市，發展品質和價值成長持
續領跑同業。
2017年，中國太平控股股價屢創歷史新高，被評

為最具投資潛力上市公司；品牌價值突破1,000億元
(人民幣,下同），連續兩年入選世界品牌500強和全
球最具價值保險品牌100強；積極履行央企擔當，向
全社會提供風險保障85.7萬億元，為85個「一帶一
路」重大項目提供632億元風險保障；圍繞「立足港
澳，以亞太為主體，以歐美為兩翼」的思路，穩步

推進國際化經營佈局。
會議強調，中國太平要進一步突出央企擔當，堅決

服務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
攻堅戰」；突出服務實體經濟和深化改革，為加快建
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
展的產業體系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突出創新發展，
大力建設「科技太平」，讓精品戰略插上科技的翅
膀；突出國際化經營，圍繞服務「一帶一路」建設，
加快境外佈局，申請在新加坡、澳門開展壽險業務，
推進在澳大利亞、俄羅斯、南非設立代表處。
會議指出，中國太平立足新時代，從現在起到2029

年作出「三步走」的戰略安排：到2019年，中國太平
成立90周年，進入世界500強；到2020年，中國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收官之年，初步建成精品
保險公司；到2029年，中國太平成立100周年，建成
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一流金融保險集團。

香港（國際）現代農業與投資促進會，日
前於會展中心成功舉辦香港國際現代農業說
明會，來自國內外百多家涉農企業、投資農
業項目商以及多家新聞媒體記者參會。
該會創會會長潘彼超、廣州分會會長馬本
湘、深圳分會會長羅耀新、香港新馬泰歸僑
華人聯合會會長駱漢生、香港國際華商聯合
會執行會長林嘉、深圳市龍華共和集團等代
表，向與會者詳盡介紹了2018年及未來現
代農企的發展方向、參與細則等。部分媒體記者
還向大會負責人就品牌拓展、產品如何進駐香港
及拓展海外市場等相關內容和優勢進行了提問，
組委會人員一一給予詳細解答。與會企業及項目
商紛紛表示，期待能參與其中和提出資源共享項
目。更有部分企業代表當場邀約洽談日期，並提

出下年度兩地食品展覽的互動方式。
據介紹，該會2018年計劃全面強化會務功

能，連結粵港澳現代綠色展示會平台，全方位將
國內外農企對接，當中包括：傳統農業現代化、
農副產品深加工、市場對接和拓展，通過企業間
資源整合，平台互動，強強聯手，創造多贏。

香港賽馬會支持出版的《駿步人生》，
旨在透過報道社會上的善行美事，並介紹
有助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渠道，為香港社會
注入正能量。最新一期在2月5日出版，青
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接受《駿步人
生》的「Celeb人物誌」訪問，暢談對時下
年輕人的觀感，又借用龜兔賽跑的故事，
說明願意付出努力，比一切都來得重要。
不時參與馬會活動的他指出，馬會在社會
上角色重要，在支持慈善項目方面經常扮
演先導角色。
此期「Hot Talk 時事」介紹擬建的「賽

馬會健康一體化大樓」，除作為「賽馬會
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的基地，它設有
可用作推廣社區健康活動的運動中心，希
望有助應對人畜傳染的威脅。此外，該欄
報道全港首創的跨學科先導計劃「賽馬會
學童Keep-Fit方程式」，將有趣輕鬆的體
育及體能活動，融入不同學科的課堂中，
讓兒童寓運動於學習。
香港劍擊隊男子花劍好手張小倫舞劍之

外，廚藝同樣了得。劍客踩過界，進軍飲食
業，他在「Go！青一族」細說如何從傷患中
奇蹟康復再創佳績，並向着廚神之路進發。

貫徹新思想 展現新作為

中國太平保險集團
召開2018年工作會議
日前，中國太平保險集團2018年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集團董事長王濱作題為《貫徹

新思想 展現新作為 為建設一流金融保險集團而努力奮鬥》講話，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

王思東作經營工作報告。會議總結了中國太平「精品戰略」實施三年以來的成就，並就

新時代「精品戰略」作進一步規劃，就2018年工作作出部署。

劉鳴煒受馬會《駿步人生》專訪談「青年物語」

香港國際現代農業說明會成功舉辦

■■香港國際現代農業說明會成功舉辦香港國際現代農業說明會成功舉辦

■潘彼超致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