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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美妝業探討國際化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3月12 -16日)

日期
12
13
14

15

16

國家
無重要數據公佈

美國
歐盟
德國

美國

美國

歐盟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9:30 PM
6:00 PM
3:00 PM

9:30 PM

11:00 PM

9:30 PM

6:00 PM
3:00 PM
9:30 PM

10:15 PM

11:00 PM

報告

二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一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二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二月份零售額
二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一月份商業存貨
二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二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二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二月份建屋動工 (單位)
二月份工業生產
二月份設備使用率
三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 0.2%
-
-

+ 0.3%
+ 0.1%
+ 0.6%

-
22.6 萬

-
-

128.3 萬
+ 0.3%
77.7
99.5

上次

+ 0.5%
+ 5.2%
+ 1.4%
- 0.3%
+ 0.4%
+ 0.4%
+ 0.4%
23.1 萬
+ 1.2%
+ 2.0%
132.6 萬
- 0.1%
77.5
99.7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3月5日-9日)

日期

5

6

7

8

9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歐盟
美國
澳洲
美國
澳洲
歐盟
美國

澳洲
日本
美國
日本
德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6:00 PM

11:00 PM
9:30 AM
11:00 PM
9:30 AM
6:00 PM

9:30 PM

8:50 AM
9:30 PM
8:50 AM

3:00 PM

5:30 PM

9:30 PM

報告
一月份歐元區零售額#
二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一月份零售額
一月份工廠訂單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
第四季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 (修訂)
第四季非農業生產力(修訂)
一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美元)
一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澳元)
一月份來往賬盈餘 (日圓)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二月份貨幣供應#
一月份貿易盈餘(歐元)
一月份工業生產#
一月份工業生產#
一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字(英鎊)
二月份失業率
二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結果
+ 2.3%

59.5
+ 0.3%
- 1.4%
+ 2.6%
+ 2.7%
0.0%

566億
9400 萬
6074 億
23.1 萬
+ 3.3%
174億
+ 5.5%
+ 1.3%
87億
4.1%

+ 31.3 萬

上次
+ 1.9%

59.9
+ 0.2%
+ 1.8%
+ 2.4%
+ 2.7%
- 0.1%
539億
1.49 億
7972 億
21.0 萬
+ 3.4%
181億
+ 6.2%
- 1.3%
108億
4.1%

+ 23.9 萬

R

R
R

R

R

德意政局有別 歐股基金仍看俏

另一方面，意大利大選於同日結束，
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所領導的中右聯

盟獲得超過37%選票，而民粹主義的五星
運動黨則取得約32%得票率；至於原執政
黨民主黨則選情失利，其黨魁倫齊已宣佈
辭任。是次選舉結果一如民意調查，沒有
政黨取得過半數議席，意味有可能出現懸
峙政府。光大新鴻基相信，德國政治僵局
得以緩解將吸引資金流入歐洲，投資者將
對意大利政局發展持觀望態度，短期內正
面因素有望抵消意大利政局的負面消息。

歐股估值合理助吸資
截至3月6日，標普500指數的預期市盈
率約 17.5 倍，高於 STOXX600 指數的
14.4倍，兩者估值差距是過去3年最大水
平(圖)，料吸引價值投資者配置更多歐洲
股票。至於年初至今表現，美國3大指數
表現介乎0.7%至6.8%，而歐洲3大股市
表現則介乎-2.7%至-7.0%，歐股表現遠差
於美股，逆向投資者或視作為入市機會。

需注意歐盟及美國爆發貿
易戰的可能性，根據歐洲統
計處資料，2017年歐盟出口
至美國貨物總值3,750億歐
元，佔總出口金額的20%。
若然爆發貿易戰，對歐洲出
口大國如德國及荷蘭有一定
程度的負面影響，以現時掌
握的資訊，雙方仍處於猜測
對方底線的狀態，估計雙方
爆發全面貿易戰的可能性較
低。
看好歐元區前景，可留意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基
金主要投資在歐洲(但不包括
英國)的小型公司，適合憂慮受脫歐而影響
英國表現的投資者，而小型公司較多以本
土收入作為主要來源，受貿易戰或歐元升
值影響較少，主要投資行業分佈為：工
業 (30%)、金融 (19%) 、消費 (13%) 及 原
材料 (11%)。

如對大型企業較有興趣，可選擇安聯歐
洲股息基金，基金投資歐洲大型企業。
AM類（H2-美元對沖）收息股份的年度
化收益率為6.13%，是較少有具派息類別
的股票基金，投資比重最高的兩個國家分
別為英國及德國，佔組合25%及17%。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德國議會第二大黨「社民黨」剛於3月4日舉行黨內投票，通過與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基

民盟籌組聯合政府，經過過去5個月的組閣談判，兩黨終達成共識。隨着默克爾順利連任

總理，表示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的德國，其政治風險亦有所減退。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 溫傑

避險情緒減 黃金走勢受制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美國總統特朗普關稅主張招致多方反對和批評，美
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科恩因對關稅案的不同意
見周二宣佈辭職，最終特朗普周四宣佈對進口鋼鐵和
鋁分別徵收25%和10%的關稅，但豁免了墨西哥和加
拿大。
在新聞發佈會上，特朗普形容鋼鋁傾銷行為是對美

國的襲擊，最好的結果是把企業遷到美國來，他還堅
稱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國內生產製造很有必要。政
府方面透露，還有其他國家可以適用豁免，不過關於
何時給予他們豁免的細節很少。
上周另一重磅事件是美朝領導人同意舉行會晤。美
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在準備與朝鮮領導人
金正恩的會面。這將是雙方首次面對面，可
能成為朝核危機取得重大突破的標誌。韓國
青瓦台國家安保室長鄭義溶表示，特朗普對
金正恩的邀請作出回應，同意在5月底前與
金正恩會面。
一名美國官員稍後表示，可能「在幾個月
之後，具體時間地點仍有待確定」。據總統
發言人表示，韓國總統文在寅認為，美朝首
腦會晤將為朝鮮半島無核化開闢道路。另一
名韓國官員表示，特朗普同意在沒有任何先
決條件的情況下會見金正恩。
消息提振股市上漲；美元兌避險貨幣日圓

走高，金價亦見一度承壓。如果金正恩與特
朗普會面，將意味着朝鮮半島危機出現重大
轉折。

未重越1240美元傾向再探低
倫敦黃金周五表現反覆，早段表現承壓，

投資者觀望美國非農就業報告。結果數據顯
示，2月非農就業崗位增加31.3萬個，遠好
於預期的20萬個，失業率為4.1%，預估為
4.0%；平均時薪較前月增長0.1%，遜於預
估的0.2%增幅。
數據公佈後金價一度挫跌至1,313美元水

平，但之後抹去跌幅，回穩至1,320美元水平之上。
技術走勢所見，在上月底金價受制於1,340關口後，
剛在上周中的升幅又再度受限於此，而緊接着金價更
出現大幅回挫，令技術面展現弱勢；同時，亦見相對
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均出現下滑。
另外，自1月25日觸及1,366.07的高位後，金價自
此的走勢呈一浪低於一浪，故若果金價未可回破
1,240關口，短期金價走勢料傾向再行探低。以起延
自12月的累計漲幅計算，50%的調整水平為1,301.00
美元，擴展至61.8%則為1,285水平。至於向上較大
阻力料為1,350及1,362水平。

騰訊力拓新經濟領域 留意購23444
動向輪證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聯席董事葉滙豪

騰訊(0700)主席馬化騰出席兩會期間表
示，旗下微信全球活躍用戶已突破十億。被
問到騰訊會否回歸A股，馬化騰表示條件成
熟時會積極考慮。與此同時，騰訊頻頻加碼
投資新經濟公司。內地遊戲直播平台「鬥
魚」最新一輪約50億港元的融資，由騰訊
獨家完成。另一遊戲直播平台「虎牙」亦完
成與騰訊約36億港元的融資。
另外，消息指騰訊有份投資、內地短視
頻平台「快手」有望今年來港上市；又指
「快手」的估值已達到180億美元。騰訊本
身將於21日公佈全年業績。如看好騰訊，
可留意騰訊認購證(23444)，行使價約508
元，5月到期，實際槓桿10倍。另外，可留
意比較貼價的騰訊認購證(18712)，行使價
488.88元，6月到期，實際槓桿8倍。

新規利行業 看好平保吼24806
中保監公佈《保險公司股權管理辦
法》，規定資管計劃、信託產品可投資上市
保險公司最多5%。有大行上調平保(2318)
目標價至98元以上。平保將於3月20日公
佈全年業績。如看好平保，可留意平保認購
證(24806)，行使價93.98元，6月到期，實
際槓桿8倍。

中國銀監會放寬內銀壞賬撥備要求，將
內銀壞賬撥備覆蓋率要求由原來的150%，
調整為介乎120%-150%。有大行認為，政
策乃希望減低高質素銀行的合規成本，鼓勵
銀行加快確認和處置不良貸款。估計整體可
釋放逾2,800億元人民幣撥備。消息一度刺
激內銀股價顯著跑贏大市。如看好建設銀行
(0939)，可留意建行認購證(21794)，行使價
8.89元，7月到期，實際槓桿8倍。
總理李克強宣佈取消上網數據漫遊費；

而數據流量費用最少減三成。工信部宣佈要
於七月完成，並繼續擴大4G網絡覆蓋。官
媒《人民日報》社評提到，提速降費可以提
高企業競爭力，對企業而言是更大的利好。
中移動(0941)於70元水平築底後回升。如看
好中移動，可留意中移動認購證(20118)，
行使價80.05元，6月到期，實際槓桿14
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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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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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欄逢周一刊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花 深圳報
道)中國廣核電力(1816)近日公佈截至
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期內
公司總收入為456.16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上年同期增長38.7%；公司擁

有人應佔年度利潤為95億元，同比增
長30.4%；扣除匯兌損益淨額及合營
公司變更為附屬公司重估收益的影響
後，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利潤為82.80
億元，同比增長9.7%。董事會建議派

發末期現金股息每股 0.068 元（含
稅）。公司稱，年上網電量同比增長
19.2%，73.8%機組業績指標進入世界
先進水平，年度上網電量減排效應相
當於31萬公頃森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 廣州報道）「世界
外交官中國文化商務之旅」系列之「『一帶一路』
中國（時尚）品牌國際化論壇」日前在廣州舉行，
論壇上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預計到2023年我國
美妝業市場規模將達1.6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而高端化和電商則成為國際大牌的發展方向。

借力「帶路」提供便捷途徑
數據顯示，目前內地美妝業市場銷售排名靠前
的品牌基本為國外品牌。同時前十大化妝品品牌市
場佔有率不足50%，整體市場的集中程度不高。
面對巨大的國內市場和外資品牌的強勢競爭，中國美
妝業啟動「海外淘金」戰略是否捨本逐末、得不償失？
對此，廣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金

印分析認為，國外市場相對成熟，中國美妝業要
想打造出國際一線品牌，只有置身於國際市場才
能逐步成長起來；而借力「一帶一路」倡議，為
中國美妝業進軍海外提供了便捷的途徑，也更易
被沿線國家消費者認可。這種「以外打內」的戰
略有利於在內地市場與一線外資品牌直接競爭。
據相關企業最新財報顯示，儘管寶潔、雅詩蘭黛

等化妝品巨頭營收或淨利下滑，但高端品類、電商
業務不約而同地成為化妝品企業業績亮眼的板塊。
對此，廣州柏俐臣化妝品有限公司總經理楊菊表

示，目前整個美妝行業現在正朝着高端化方向發
力。同時，現在是電商紅利時代，電商的重要性和
價值也越來越大，由電商觸發的渠道變革或將加速
行業洗牌。

中廣核73.8%機組達世界先進水平

豫投洽會下月舉行 首設進出口商品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河南省政府新聞辦公室日前召開新
聞發佈會宣佈，將於下月17日至19日
舉行的第十二屆中國（河南）國際投資
貿易洽談會，將創新辦展思路，首次設
置進出口商品展，展示智能及高端裝

備、工業製品、無人機等河南拳頭出口
商品和國（境）外知名品牌商品。
今屆投洽會以專題推介、產業對接、項
目洽談、展覽展示為主要內容，圍繞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開展招展佈展，擬設投資合
作、商品貿易、服務業三大板塊，包括綜

合展區、主賓國展區、出口商品展區、進
口商品展區、服務貿易展區、商品展銷區
六個展區。國際合作展區主要邀請境外國
家級投資促進機構、商協會，以及世界
500強企業等參展，設立「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和地區展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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