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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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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Westpac-McDermott Miller消費
者信心指數：前值107.4
2月出口年率：前值12.20%
2月進口：前值7.90%
2月貿易平衡：前值9,434億赤字
2月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月度報
告
1月經季節調整工業生產月率：前值1.60%
1月經季節調整工業生產年率：前值4.90%
1月對歐盟貿易平衡：前值9.74億赤字
1月對全球貿易平衡：前值52.53億盈餘
1月未經季節調整的貿易平衡：前值254
億盈餘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上試1.320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300至1,330

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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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加元上周初持穩1.2800水平後走勢
轉強，輕易衝破1.3000阻力關位，上周尾段
升幅擴大，本周初曾向上逼近1.3125附近8
個多月高位。雖然加拿大央行在本月7日的會
議記錄中指出，通脹率依然朝着央行2%目標
水平接近，但央行行長 Stephen S. Poloz上周
二卻發出偏向溫和的言論，認為經濟可於不
引起通脹之下維持增長，反映市場憂慮美國
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之際，加拿大央行對加息
步伐過快抱有戒心，並預示往後通脹升幅可
能放緩，淡化投資者對央行短期內有加息行
動的預期，消息迅速對加元構成下行壓力。

通脹預測倘下調更不利表現
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佈1月份製造業銷售
值按月顯著下跌1%，是3個月以來首次下
跌，加上今年1月份及2月份的就業數據均大
幅遜於12月份的表現，不排除加拿大本周五
公佈的1月份零售銷售數據依然表現不振，限
制加元反彈幅度。隨着重新談判中的北美自
貿協定充滿不確定性，同時加拿大央行將於
下月18日公佈新一期貨幣政策報告，有機會
把通脹預測向下修訂，不利加元表現，若果
美國聯儲局本周三晚公佈的會議聲明內容亦
偏向強硬，則預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上試
1.3200水平。
上周五紐約4月期金收報1,312.30美元，較
上日下跌5.50美元。美國上周五公佈2月份工
業生產數據顯著強於預期，而3月份消費者信
心指數又上揚至102水平的14年高點，增加
聯儲局今年可能有4次加息行動的機會，美國
10年期長債息率與美元指數雙雙反彈，引致
金價本周初跌幅擴大，不過現貨金價在1,307
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後便迅速反彈，顯示現
貨金價在1,310美元之下仍有支持，限制金價
跌幅。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300至
1,330美元之間。

基調佳 股票基金單周吸資創新高

美國股票型基金由前周的資金
淨流出103.48億美元、轉為淨流
入357.45億美元，整體新興市場
股票型基金資金淨流入為29.17
億美元，日本股票型基金獲29.05
億美元淨流入、歐洲股票型基金
則由前周淨流入轉為淨流出15.41
億美元。

加息已預期 料不會全面貿戰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分析，白宮

人事異動、中美貿易衝突及英俄

關係緊張干擾市場，未來一周聯
儲局利率會議及美國貿易政策仍
是市場觀察重點，本次聯儲局升
息一事市場已提前反應，若未出
現更為鷹派的言論，預料不會造
成股市大幅波動；然預期貿易政
策消息將持續干擾股市，包含與
智慧財產權相關301調查的政策
建議將在未來幾周內出爐，儘管
風險升高，但基本情境下預料不
會爆發全面貿易戰。目前全球經
濟穩健、企業盈利增長，仍將支

撐股市表現，而新興市場基本面
持續改善、評價面具吸引力，仍
為回調佈局時的建議首選。

全球經濟穩健 盈利支撐股市
富蘭克林坦伯頓金磚四國基金

經理人伽坦．賽加爾表示，儘
管2月份以來市場波動加大，然
受惠於利商政策、投資增加及
新興市場增長，我們預期全球
經濟環境仍有利於股市表現，
而企業盈利增長、商品價格回
穩也將持續支撐新興市場；雖
然美國貨幣及貿易政策的不確
定性將增加市場波動，但現今
新興市場體質已明顯改變，再
加上內需增長，更能抵抗外在
環境的變動；我們看好科技及
消費相關的投資機會，並持續
尋找具長期穩定盈利能力、價
格低估的投資標的。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投資者看好風險性資產，資金大舉流向

股票型基金，依據研究機構EPFR統計

2018/3/8－2018/3/14 基金資金流向顯

示，股票型基金由前周淨流入177億美元、大幅增加至

過去一周單周淨流入433億美元，單周流入金額亦創新

高。 ■富蘭克林投顧

貿易爭端 或觸發對瑞郎避險需求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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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總統特朗普挑起的貿易戰爭戰火可能
出現越燒越烈的狀況，衝擊了投資者的風險偏
好情緒。周末，圍繞着鋼鐵關稅的議題，歐盟
和美國再度陷入口水戰，前者更是威脅要直接
針對美國採取以牙還牙的反制措施，這對於澳
洲和加拿大等原材料出口國或會造成衝擊。加
元延續上周的弱勢，本周一早段再創八個月低
位。特朗普有關與加拿大貿易的言論重燃擔憂
情緒，令加元近期一直處於承壓。
美元兌加元周一觸及1.3124，為2017年6月

底以來最低水平。圖表所見，美元兌加元近月
來持續上漲，月初曾在1.30關口行人止步，在
三日高位連續停泊在1.30水平附近後，上周終
出現較顯著的突破，料美元兌加元的上行格局
將再被啟動。預計其後上探目標為1.3130，此
區為去年5月至9月累積跌幅的61.8%反彈水
平；較大阻力估計在1.34水平。下方支持將回
看 1.30 關口，較大支持料為 250 天平均線
1.2830及1.28水平。

負利率冀削瑞郎吸引力
瑞士央行上周維持寬鬆貨幣政策不變，並表

示預計瑞士通脹率將在2020年升到平均1.9%
的水平，從而接近央行目標區間的上限。瑞士
央行一直非常謹慎地避免改變政策，這次會議
仍維持三個月LIBOR目標區間在負1.25%至負
0.25%不變。負利率舉措旨在削弱瑞郎的吸引
力。瑞士央行仍表示瑞郎被高估。會後，瑞士
央行總裁喬丹稱，美國保護主義傾向對瑞士經
濟構成很大威脅，且有可能重新觸發對傳統避
險貨幣瑞郎的需求。喬丹稱，如果保護主義或
歐洲與俄羅斯之間出現爭端等風險，瑞郎很快
會受到追捧，用來進行避險投資。
技術圖表所見，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維

持上揚，示意着美元兌瑞郎仍傾向繼續上試。
此外，匯價已衝破2月8日高位0.9469，當前有
機會以小型雙底形態繼續向上衝；上試目標預
估為 200 天平均線 0.9670 及 250 天平均線
0.9720水平，關鍵則見於0.9850。至於下方支
持預估在25天平均線0.9400及0.9360，進一步
依據為0.92水平。

主要類別股票型基金資金流向統計
基金類別

全球新興市場股票型*

新興市場股票型*

拉丁美洲股票型*

國際股票型*

亞洲(不含日本)股票型*

日本股票型*

金磚四國股票型*

歐洲股票型*

歐非中東股票型*

美國股票型基金**

資料來源: 摩根大通證券報告，2018/03/16。*來自
EPFR Global data，**來自Lipper FMI(AMG)。

3月8日至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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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惠生工程（2236）宣佈，
近日裝船啟運首台浙江石化4000萬噸/年煉
油化工一體化項目裂解爐機組。該裂解爐年
產乙烯20萬噸，重3,689噸，高53米，將在
海上運輸約50海里，是世界最大模塊化整體
建造和運輸的單體液體原料裂解爐。
該公司去年與浙江石化就140萬噸/年乙烯
裂解爐項目達成合作，將交付9台20萬噸/年
裂解爐整體機組，並在惠生海工舟山基地進

行預製、組裝和整體交付。隨後，公司僅用5
個月就完成首台裂解爐的模塊化設計、建造
和總裝，為浙江石化如期投產贏得先機。

美兩模塊化項目正進行
據了解，在該項目之前，惠生工程已成功
為委內瑞拉的煉油廠交付總重量為26,000噸
完整模塊化關鍵組件。與此同時，公司總承
包的另外兩個美國本土模塊化項目也正在進

行中。
惠生工程從事石油化工、煤化工及煉油裝

置的技術和工程建設服務，擁有乙烯裂解、
烯烴分離、丁二烯等自主財產權並實現商業
化，並與其他企業及科研院校合作開發大型
粉煤氣化、煤製天然氣、煤製乙二醇/乙醇等
現代煤化工成套技術。公司已成為全球最具
競爭力的模塊化項目EPC技術和服務提供商
之一。

■■惠生工程是次海上付運惠生工程是次海上付運
的裂解爐重達的裂解爐重達33,,689689噸噸，，
高高5353米米。。惠生工程裂解爐完工付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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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黃可政
http://www.wenweipo.com

■澳門阮氏宗親會創會會長阮建昆

■國際義工協會成功舉辦304跳蚤市場及攤位遊戲
同樂日，大合照。

今年香港潑水節將由九龍城移師至D2 Place舉行，更
打破以往慣例，參照泰國一連三天慶祝潑水節的傳統，
由4月6日至8日期間於D2 Place同大家玩足三日，感受
泰國新年的熱情同歡樂氣氛。
該活動由過往一日延長至三日，參照泰國一連三天慶

祝潑水節的傳統，首次加入泰國新年市集、泰國時裝
展—展示泰國當代時裝藝術、提供泰國服飾租借或預
訂、加入供僧等傳統潑水節儀式、特地邀請泰國著名巡
遊設計師SHIRT設計「潑水節古色仙女巡遊2018」，
還有「激FUN水戰派對」，并加強安全措施。
D2 Place向來支持不同類型文化活動，市集場地亦配

合泰國翟道翟式巿集主題。香港潑水節近年參與人數
倍增，九龍城區內狹窄街道、地鐵工程等，均為活動

造成交通及參加
者 安 全 隱 患 。
D2 Place 位處荔
枝角港鐵站 D2
出口，交通更方
便，屆時將安排
封路措施，以容納更長時間及更大型潑水節慶祝活
動，使更多人參與，認識泰國文化，並提供更完善的
安全及其他配套，令參加者更安心、盡興。
據悉，香港潑水節，係由一班熱愛泰國文化的香港
土生土長「泰二代」籌辦，旨在於泰國新年推廣泰國
文化，自2015年起，每年都吸引數以萬計的本地及區
內人士參與。

澳門阮氏宗親會戊戌年新春團拜
澳門阮氏宗親會日前假氹仔六棉酒家舉

行戊戌年新春團拜會，澳門中聯辦協
調部副部長余向軍、澳門財政局局長容光
亮、澳門政策研究室主任劉本立、澳門體育

發展局局長潘永權、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區
榮智、中山外事僑務局副局長譚文輝、中山
市委統戰部聯絡科科長李駿等，及該會創會
會長阮建昆、會長阮毓明、理事長阮若華、

監事長阮宇華和理監事及家屬等200人出
席，共賀佳節，氣氛熱鬧。
阮建昆致辭，祝願大家在戊戌年身體健
康、萬事勝意、家庭幸福。他表示，澳門阮
氏宗親會成立三年來，感謝各界的支持和協
助，除宗親們的努力外，更主要的是得到澳
門特區政府及中央駐澳辦的支持和鼓勵，宗
親會將會弘揚「愛國愛澳」的宗旨，團結互
助，薪火相傳，為澳門特區的和諧及經濟發
展貢獻力量。
阮毓明致辭表示，為慶祝該會成立三周

年，早前舉辦了首屆親子創作繪畫比賽，以
促進親子關係及愛國情懷，藉是次新春宴會
進行頒獎禮。他在此感謝宗親們及其子女們
的積極參與，並希望日後能有更多宗親支持

和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
該會青年部籌委阮展騰表示，首屆親子

創作繪畫比賽，共收到16位中學及小學參
賽者、近30幅作品，由青年部委員評審，
以分組形式頒發冠、亞、季軍、優異獎及
入選獎。
據悉，該會過去一年舉辦了多項活動，

包括中山沙溪象角村的懇親敬老活動、中山
象角村民委員會的敬老迎賓聯歡宴會、組織
及贊助會員遠赴河南尉氏縣參加出席世界阮
氏懇親文化論壇、青年部的親子繪畫創作比
賽，以及舉行新春團拜宴會等。透過上述活
動，加強了與海內外阮姓宗親聯繫和交流，
提升了年輕一輩對中華民族傳統的認識，深
化維繫彼此血脈情誼。

■澳門阮氏宗親會舉行戊戌年新春團拜會，賓主合照。

香港潑水節四月D2 Place舉行

■■往屆香港潑水節現場往屆香港潑水節現場

日前，國際義工協會在牛頭角雲泉學校成功舉辦
「304跳蚤市場及攤位遊戲同樂日」。活動特別邀請
了觀塘區議會副主席洪錦鉉、觀塘區議員陳國華、前
香港乒乓球港青隊代表許麗盈、著名形象指導和主持
人許嘉浩、選美出身陳嘉容師妹楊曉穎、還有跳唱歌
手馬佳均和鄧詠雪出席典禮。
該活動亦是香港社會福利署推行義工運動20周年中

的一項，獲得香港社會福利署支持。國際義工協會期
望通過此次活動，集結更多社會資源，幫助更多的弱
勢社群。所得款項將用於贊助一些在貧困地區年輕人
參予聯合國的青年委員計劃，讓他們有機會發揮拓展
自己的專長。
該活動的舉辦不單是要年輕人單次性的參與義工服務，

而是要持續性的參與，鼓勵年輕人把義務工作的核心價
值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使義務工作不單只是一個項目，
而是一種生活態度，體驗做義工帶來的快樂、滿足感和
人生意義，藉以建立一個關愛共融的社會。

國際義工協會舉辦304跳蚤市場及攤位遊戲同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