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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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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NAB商業現況指數，前值正13
1月NAB商業信心指數，前值正11
第四季非農就業崗位季率，前值0.2%
1月生產者/進口物價月率，前值0.2%；
年率前值1.8%
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6%，前
值0.4%；年率預測2.9%，前值3.0%
1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9%，
前值0.3%；年率預測2.6%，前值2.5%
1月零售物價指數(RPI)月率，預測-0.7%，前值
0.8%；年率預測4.1%，前值4.1%
1 月扣除抵押貸款的 RPI 月率，前值
0.8%；年率前值4.2%
1月未經季節調整PPI投入物價月率，預
測0.8%，前值0.1%；整PPI投入物價年
率，預測4.3%，前值4.9%
1月未經季節調整PPI 產出物價月率，預測
0.2%，前值0.4%；年率預測3.0%，前值3.3%
1月未經季節調整核心PPI產出物價月率，預測
0.3%，前值0.3%；年率預測2.3%，前值2.5%
1月NFIB小型企業信心指數，前值104.9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回軟至1.2450。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33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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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加元上周初在1.2400附近獲得較大
支持後走勢偏強，重上1.25水平，上周尾段
受制1.2690水平後迅速遇到回吐壓力，本周
初曾回落至1.2555附近。加拿大統計局上周
五公佈1月份減少8.8萬個就業職位，失業
率回升至5.9%，數據大幅差於市場預期，
降低市場對加拿大央行下月7日會議進一步
加息的預期，美元兌加元一度上揚至1.2690
附近6周多以來高位。隨着就業數據顯示新
增職位下降是受到兼職職位減少影響，同時
全職職位仍有4.9萬個的強勁增幅，顯示1
月份就業數據的不振表現可能僅屬短暫，部
分投資者反而回補加元空倉，帶動美元兌加
元掉頭下跌。
加拿大上周二公佈12月份外貿數據，出口
值按月上升0.6%，連續3個月增長，進口值
則按月上升1.5%至創紀錄的497億加元，工
業設備及能源產品進口均有較大增幅，反映
製造業開支正在增加，有助第4季經濟表
現，不排除本周四公佈的12月份零售銷售將
連續第4個月出現增長。紐約期油過去6周大
部分時間高處每桶60美元至66美元水平，若
果加拿大本周五公佈1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的升幅一旦重上央行2%目標範圍，則預料美
元兌加元將反覆回軟至1.2450水平。

金價有力重上1330美元
雖然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本周初走勢強
勁，一度觸及2.902%水平4年以來高點，但
美元指數上周三顯著重上90水平後，升勢
連日放緩，本周初險守90關口之外，更有
掉頭轉弱傾向，該因素反而有助金價短期表
現，帶動現貨金價本周初曾回升至1,326美
元水平。此外，現貨金價上周四持穩1,307
美元水平後，走勢有逐漸上移傾向，預料現
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330美元水平。

銀行盈利吸睛 投資A股首選上證50

事實上，內地股市流傳一句話，「A
股只有兩類股票，一類是銀行

股，一類是非銀行股」。根據統計，內
地2017年全年銀行所屬的金融產業淨
利潤達14,201億元(人民幣，下同)，佔
全體A股上市公司獲利40.75%。其中僅
中國工商銀行淨利即高達2,847.24億，
A股盈利王當之無愧。
另一方面，A股金融指數的市盈率仍

在11倍以下，在金融強監管、控風險
的背景下，短期股價難有大漲行情。
但在企業盈利穩定的支持下，十分具
有長期配置的價值，後市可期。
元大上證50ETF經理人陳重銓說明，
上證50成分股裡，金融股的權重佔去近
三分之二，再加上其他大型國有企業

等，基本上都是屬於不缺錢的行業，在
一個資金有限的經濟體中，不缺錢行業
的利多會變得更加的明顯。因此，包括
JP摩根在內的很多機構看來：今年的全
球投資市場，以股市為首選，而在股市
當中，則是以內地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為
首選，在A股中，上證50指數更是首選
當中的首選。

監管層嚴控債務風險見成效
儘管2017年A股已有不錯表現，但
內地和香港股市的展望仍持續樂觀。
內地經濟成長速度與過去相比雖然有
所放緩，但體質結構正在改善，境外
機構投資者最關切的債務風險，在監
管層出台一系列金融去槓桿的舉措

下，逐漸獲得控制，加上中央政府大
力推動的供給側改革，產業結構調整
開始展現效益。
一方面加強金融監管協調，着力健全

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
架，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另一方面，擴
大金融對外開放，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
機制改革，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合
理有序推動金融領域的開放。
最後，隨着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大

力推動，將會對內地資本市場帶來結

構性的轉變，預料將對A股市場提供新
一輪的增長機會。短期看資產重估，
長期看企業基本面改善，公司治理優
化進而提升每股盈利。

內地資本市場將迎來新高潮
當前央企及國企集中的大市值股票

市盈率仍然處於底部，改革成為提升
市盈率的敲門磚，隨着國企改革的逐
步落實，內地資本市場也將迎來新一
波的高潮。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2017年隨着全球經濟復甦，A股走出一波慢牛行

情。雖然上證綜合指數全年僅上漲6.56%，不過代

表大型藍籌股的上證 50 指數同期間則上漲了

25.08%，顯示大小型股的走勢分化十分嚴重。「漂亮50」一時成

了上證50的代名詞。 ■元大投信

聚焦通脹疑慮 美元續見支撐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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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對通脹的憂慮日益加劇，促使投資者擔心美
聯儲可能以更快步伐加息，這導致過去一周全球股
市和債市遭遇劇烈震盪。
紐約聯儲主席杜德利上周四曾表示，美聯儲對於

加息三次的預測看似仍是十分合理，但表示一旦經
濟更加強勁，那麼有可能會加息更多次。目前交易
員預測美聯儲3月會議上加息25個基點的概率是
84.5%。
本周三美國將公佈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數
據，由於市場近期對通脹變化頗為敏感，料此數據
將為市場矚目的焦點。2月2日發佈的美國就業報
告顯示，1月平均時薪同比增幅創2009年6月以來
最大，這推動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持續高企，
至本周一已迫近四年前所及的3.0%關口。

澳元技術走勢見轉弱
全球投資者紛紛尋求避險的背景下，澳元兌美元

步步走低，上周五一度觸及逾一個月低位0.7759，
並錄得連續第二周周線跌幅。對於澳洲利率將有較
長時間都維持在紀錄低位的預期，也令澳元承壓。
澳洲央行總裁洛威上周四表示，央行沒有充分的理
由在近期升息。
技術走勢所見，MACD指標已明確跌破訊號

線，而5天跌破10天平均線成利淡交叉；同時，相
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亦見持續走低，預示着澳元
兌美元仍見有進一步走低空間。
倘若以去年12月低位0.7501至今年1月高位
0.8136 的累計漲幅計算， 61.8%的回調水平將
會看至0.7744。250天平均線0.7715亦料為支撐
依據，至於關鍵則回看去年12月險守着的0.75
關口。上方阻力預估在 25 天平均線 0.7950 及
0.80關口。

A股行業淨利潤比較

行業類別

金融

工業

可選消費

材料

能源

資料來源：Wind、2017/12/29

淨利潤

億人幣

14,201.67

4,192.49

3,126.54

2,146.07

2,066.06

佔比(%)

40.75

12.03

8.97

6.16

5.93

總市值

億人幣

47,415.49

12,114.03

74,154.88

69,841.25

29,320.07

佔比(%)

23.97

18.23

12.06

11.36

4.77

市盈率

10.71

28.54

24.28

31.48

26.37

渣打：港80%受訪者曾用網上理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渣打香
港昨發表調查，發現本港有高達80%受訪
者曾透過數碼渠道管理財務，包括查詢戶
口結餘、付款及轉賬等，比例高於台灣的
73%，但低於上海的87%。
渣打資訊科技總監洪滿霜昨表示，渣打

一直都在數碼化方面投入，亦有計劃及投
放資源在數碼銀行、手機銀行等服務上。

多對金融創科服務感興趣
對早前金管局提出的虛擬銀行非常感興

趣，但需要找出適合虛擬銀行的商業模式

及產品，目前處於初步研究中。
渣打的調查發現，香港、上海及台灣的

上網習慣相似，平均每日會花逾5小時上
網，在各個年齡層中，以18-24歲的Z世
代上網時間最長(逾6小時)。
除了瀏覽社交平台及即時通訊軟件與人

聯繫外，管理財政在香港和上海皆是排行
第三的最常見上網活動。
儘管如此，港人仍對創新金融科技服務

感興趣，有超過一半受訪者表示有意試用
共享身份驗證(Share KYC)及開放應用程
式界面(Open API)，亦有逾40%受訪者表

示會使用智能投資顧問(Robo-Advisory)及
智能客服機械人(ChatBot)。
另外，上海和台灣均有72%的受訪者表

示每星期會使用這些服務最少一次，香港
的比率則為70%。
調查又顯示， 港人選擇金融科技服務

時，最主要原因是快捷(43%)、具效率的
金錢交易(40%) 以及易於使用(38%)， 但
亦有超過三成表示，保安方面的考慮令他
們卻步。
銀行仍是最可信賴的金融科技產品及服

務供應商，僅6%受訪者傾向使用由科技

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務及產品。

正研究申請虛擬銀行牌照
對於金管局早前提出就修訂《虛擬銀

行的認可》指引作公開諮詢，洪滿霜表
示，該行對計劃感興趣，不過不同牌照
有其利弊，該行仍在消化及研究有關資
料。
她又稱，該行目前沒有縮減或增加分行

的計劃，至於未來是否需要改變分行數
目，則要視乎客戶的需求、習慣及地區性
等因素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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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資訊科技總監洪滿霜。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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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市代表團團長、北海市委常委、市旅遊
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毛艷瓊向大家詳細介紹

了北海旅遊發展情況。她說，北海是中國內地
最早的沿海開放城市之一，距離香港較近，地
理位置優越。廣西旅遊資源十分豐富，北海是
廣西三大旅遊目的地之一，是中國優秀旅遊城
市，擁有天下第一灘美譽的北海銀灘、中國最

美海島之一的
潿洲島、享譽
國內外的海鮮
美食等豐富的
旅遊資源，有
許 多 津 津 樂
道、廣為流傳
的旅遊故事。
北海是國家歷

史文化名城，是中國最早海上絲綢之路始發
港。北海是中國最適宜人居城市之一，生態環
境十分優越，氣候與香港相似，空氣質量極
佳，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氧吧。毛艷瓊表示，熱
忱歡迎香港旅遊界人士到北海考察，體驗北海
旅遊環境，積極推動兩地旅遊合作，北海將為
香港各界遊客到訪和旅遊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會上，大家圍繞如何促進兩地旅遊合作開展

交流。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張樂怡表示，
香港朋友熱愛旅遊，近年流行生態旅遊、綠色
旅遊，北海是個美麗的地方，是個很好旅遊目
的地選擇，希望兩地能夠加強合作。香港中國
旅遊協會秘書長陳立志對香港直飛北海航線提
出了很好的建議，建議科學設置航空路線，對
航線的支持進一步細分；區別對待淡季、旺
季，合理平衡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之間的利益，

做到共贏；加強旅遊精品和品牌意識，提升旅
遊檔次和水準；注重旅遊人才的吸引和培訓，
提升旅遊質量。香港航空機構代表和旅遊公司
代表對開拓北海旅遊市場，拓展兩地旅遊往來
和合作表示出極大關注和熱情，在旅遊宣傳和

推廣、合作方式、資源共用等方面積極提出建
議和開展交流討論。大家表示，會後將加強聯
繫，積極開展實質性合作，推動兩地間旅遊合
作，為進一步促進兩地間更廣泛、更深入的合
作搭建橋樑，打下基礎。

北京老家飲食集團位處灣仔合和中心的「北京老
家」第三間分店日前舉行隆重開業儀式。該店以「古
城風味」作主題，全場佔地超過5,000呎，為集團港
島區的旗艦店，希望為市民帶來全新的官府菜體驗，
同時務求將中國五千年的飲食文化精髓重現。
東華三院主席、全港各區工商聯永遠榮譽會長李鋈

麟，香港著名國際級大廚、香港富臨飯店創辦人及總
廚楊貫一，國際獅子總會香港區總監陳立德獅兄，全
港各區工商聯永遠榮譽會長吳為贊等蒞臨主禮。
該集團董事局代表Judy Hung表示︰「過去五年，集團希望

打造一個有『家』感覺的餐廳招待客人。由以往尖沙咀、旺角
分店主打的農家菜，到灣仔店昇華為官府菜，都是一個以
『家』為前題的地方，當中帶着溫度、帶着回憶和帶着美食。

集團計劃將『北京老家』帶到世界不同的各地，為當地的華人
服務。」
除設有傳統的剪綵儀式外，更有醒獅、傳統的手工拉麵、京
劇和國家一級演員陳玲玉粵劇表演助興，與180多位嘉賓一同
分享「北京老家」開業的喜慶氣氛。

香港貨運業界在過去20年，經歷了重大轉
變，無論是周邊地區的競爭、貨源的流向、管理
系統電腦化，抑或者是超大型貨輪的出現，不同
時期的各項轉變，對碼頭操作來說都是不同的挑
戰，香港人靈活變通，會因應新形勢而轉變。日
前，《當遙遠沒有距離》一書出版發行，並於各
大書局有售。
此書是香港貨櫃碼頭業發展的印記，由傳統模
式到遙距操作，由人手吊運到貨箱自動堆疊，書
中記錄了香港首個輪胎式龍門架吊機遙距操作系
統的推行過程，以及HIT團隊在當中遇到的各種
困難和解決方案，並分享他們這段不凡的歷程。
此書透過年輕工程師的故事，道出他們在這項

目中，有忐忑徬偟的
時候，有破解技術謎
團的喜悅，團隊跌跌
碰碰，任汗水流盡，
百轉千回，一路走
來，目標就在前方。
這個項目以科技突破
距離，徹底改變了貨
櫃碼頭數十年的人手
操作模式。此書還細說了HIT團隊如何在1,400
多日的堅持奮進中，一步一步，讓遙遠的目標從
此再沒有距離。此書在故事以外，附有二維碼，
方便讀者透過短片了解有關技術。

■■「「北京老家北京老家」」港島區旗艦店隆重開業港島區旗艦店隆重開業

「北京老家」港島區旗艦店隆重開業《當遙遠沒有距離》出版發行

香港北海旅遊合作交流座談會舉行
為促進香港與北

海之間旅遊合作，

日前在香港旅遊業

議會的支持和組織

下，北海市經貿文

化交流代表團與香

港旅遊界有關企業

和機構在香港舉行

兩地旅遊合作交流

座談會。 ■北海市向香港旅遊業議會贈
送旅遊紀念品

■■大合照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