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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走低至76.00美仙水平。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暫時上落於106.60至108.60水平

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徘徊1,330至1,36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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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周三公佈
了3月份的通脹數
據是 2.5%，比起
高位的 3.1%已經
回落，而主要原
因為英鎊回升。
英鎊兌美元於

2016 年脫歐公投
前 最 高 上 升 至
1.5，但公投後重

挫，最多下跌24%至1.1472。自2017年1月開
始，由於美元一直在貶值，所以英鎊反覆上
升。現在英鎊高見1.43，基本上收復大部分失
地，這是其中一個導致英國通脹回落的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英國房地產市場已連續兩個月
遇冷。而這都會影響到英倫銀行會否在5月10
日加息的決定。

企業風險對沖 鎊匯受限
然而，英鎊很難突破1.45，這是由於許多在
脫歐公投前投資英國的企業的平均英鎊價，英
國脫歐並引發英鎊急跌可以說是把他們嚇壞，
所以會在1.43-1.45間將英鎊下跌的風險做對
沖。這將限制英鎊的上升。
雖然英國和歐盟在3月份達成了過渡性協議
至2020年12月31日，但這個過渡性協議並不
包在里斯本條約50條內，所以在今年餘下時
間，還是有重大挑戰。另外雙方協議好的細
節，還需要雙方的國會立法通過。本周英國上
議院通過了要求英國在脫歐談判的策略要留在
歐盟的關稅協定中，這和首相文翠珊不留在歐
盟關稅協定的想法完全不同。留在歐盟關稅協
定的好處是基本上貿易沒有問題，但所有的產
品、服務品質等都要與歐盟要求一樣，這代表
英國將失去自主權，另外，歐盟開出的任何條
件英國都得接受。

歐盟的談判策略當然不會以優惠條款給英國，否則其他
歐盟國家有機會有樣學樣，特別是意大利，其最大黨現在
是五星運動黨，而銀行的壞賬比率十分高。若果脫歐，德
國銀行將面臨重大損失。所以對英國的條款需要收到一定
的阻嚇作用。而歐盟也並不希望看到英國硬脫歐，其中一
個原因是歐盟的談判代表巴尼爾(Michel Barnier)是希望做
下一任歐議會議長，這是歐盟中眾人都知的秘密。所以作
為政績，巴尼爾也不希望談判破裂。
英鎊本星期由高位的1.4371回落，有機會回測至1.37甚

至1.34。

經濟穩增長 中國基金可長線

鉅亨基金交易平台指出，為了收回
因為2009年4兆人民幣經濟刺激方案
所大量超發的貨幣，中國貨幣政策除
了2015年因為股災而有所放鬆外，
從 2010 年以來大都維持趨緊的狀
態。持續減少的新增貨幣供給量推升
資金成本，中國銀行平均上浮利率由

2010 年的 0.5%升高至 2017 年底的
0.9%，讓資金取得較困難的中小型
銀行倍感壓力，而此次降準將減少中
小型銀行的資金成本與壓力，值得一
提的是，內地過去只有4次降準幅度
在1%，因此本次大幅度降準，備受
市場關注。

存準率仍有下調空間

回顧中國存款準備金率的歷史，可
發現外匯佔款的大幅攀升，才是存準
率升高的主因。目前，中國存準率仍
有大幅下調空間。此次中國央行以突
襲方式大幅調降存準率，預期中國央

行短期內應按兵不動，並觀察貨幣市
場利率變化，若利率持續攀升、實體
經濟難以取得資金時，中國央行將再
度調降存準率。
鉅亨基金交易平台總經理朱挺豪指

出，目前中國面臨利率市場化，因此先
以加強金融監管與調降存準率來改善金
融業體質，避免銀行將資金導向房地
產、地方政府等較不健康資產，未來則
挑選適當時機打破剛性兌付，打破國有
企業或地方政府擔保企業的不違約神
話，才能讓金融機構及投資者將目光轉
向更有創造力的中小型企業，只有各類
資產價格都完整將倒閉風險納入考量之
後，利率市場化才真正完成。
朱挺豪針對投資佈局指出，第一季

中國經濟增長率6.8%、第一季央企利
潤年增率20.9%，加上即將公佈的外
商投資負面清單等改革開放項目，中
國政府正為長期增長打下堅實基礎，
中國基金適合長期投資者分批買入並
長期持有。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人民銀行宣佈於4月25日降準

1%，實行速度之快與調降幅度

之大引起各家投資機構與投資者

猜測中國官方的用意。預計1%的降準只是開

始，未來仍有多次降準機會，加上先前人行行

長易綱對於利率市場化的發言，今年中國金融

業及經濟都將迎來重大改變，而在中國穩定經

濟、持續改革的環境下，中國基金長線看俏。

■鉅亨網投顧

就業數據轉弱 澳元遇回吐壓力
動向金匯

馮強

澳元本周四受制78.10美仙附近阻
力後掉頭下跌，周五跌勢轉急，一度
擴大跌幅至 76.85 美仙附近兩周低
位。中美兩國貿易戰升溫，全球經濟
前景蒙上陰影之際，英國央行行長卡
尼本周四的發言轉趨溫和，降低市場
對英國央行5月10日加息的預期，英
鎊匯價迅速擴大跌幅，引致部分投資
者憂慮其他主要央行可能相繼放慢各
自的緊縮步伐，該些因素均是帶動美
元指數連日反彈，本周五重上90水
平，並拖累澳元下跌的原因之一。此
外，美國3月份核心通脹按年上升
2.1%，高於2月份的1.8%升幅，而3
月份零售銷售亦按月顯著上升0.6%，
不排除美國聯儲局5月2日會議後的
政策立場將偏向強硬，增加聯儲局在
6月13日會議作出加息行動的機會，
不利澳元短期表現。
澳洲統計局本周四公佈3月份僅新

增4,900個就業職位，失業率回升至
5.6%，數據顯著遜於1月份及2月份
的表現，反映就業市場有轉弱傾向，

加上貿易戰升溫，全球經濟前景出現
變數，將增添澳洲經濟的下行壓力，
令澳洲央行下月1日會議後的政策立場
有機會變得較前溫和，並降低早前對
經濟前景過於樂觀的預期。若果澳洲
下周二公佈的首季通脹數據依然表現
溫和，則澳元將有機會失守過去3周位
於76.40至76.50美仙之間的主要支持
區，預料澳元將反覆走低至76.00美仙
水平。

日料續寬鬆 限制日圓升幅
美元兌日圓本周三在107.00附近

獲得較大支持後連日反彈，本周尾
段曾向上逼近107.75水平1周高位。
日本厚生勞動省本周五公佈2月份實
質工資按年下跌0.8%，弱於初值的
0.5%跌幅之外，更是連續3個月呈
現下跌，而日本總務省亦於同日公
佈3月份扣除新鮮食品的核心消費者
物價指數按年上升0.9%，低於2月
份的 1%升幅，按月則掉頭下跌
0.1%。數據預示日本央行下周四及
下周五連續兩天舉行的會議將繼續
偏向維持寬鬆政策不變，限制日圓
反彈幅度。

美國聯儲局 3月
份會議記錄認為通
脹將進一步升溫之
後，紐約期油過去
兩周持續反覆上
揚，本周四曾向上
觸及每桶69美元水
平近 3年半以來高
位。雖然美國總統
特朗普本周五透過
Twitter發言打壓油
價，但隨着原油價
格依然高位徘徊，
預期聯儲局下月初
政策會議後的聲明
內容將繼續趨於強
硬，有助減輕美元
兌日圓的下行壓
力。預料美元兌日圓將暫時上落於
106.60至108.60水平之間。
周四紐約6月期金收報1,348.80美

元，較上日下跌4.70美元。現貨金價
本周四受制1,355美元附近阻力後走
勢偏軟，周五曾回落至1,339美元附
近，回吐本周前段所有升幅，主要是
市場對美國通脹預期升溫，美國10年

期長債息率過去1周出現顯著上升，
本周四更一度攀升至2.934%水平約1
個月以來高點，加上美元指數連日反
彈，周五重上90水平，對金價構成回
吐壓力。不過中東地緣政治風險以及
中美貿易戰隨時升溫，將限制金價跌
幅。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徘徊1,330
至1,360美元之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為
提高中產消費者的網購體驗，阿里旗下天貓將
推奢侈品正品溯源功能。同時，天貓奢侈品平
台Luxury Pavilion會啟動全面升級，旨在幫助
奢侈品品牌與國內新生代消費者連結，並可以
提升營銷和零售的效率。
阿里方面介紹，基於阿里雲區塊鏈技術，天

貓可將商品原材料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營
銷過程的信息整合寫入區塊鏈，每條信息都擁
有一個區塊鏈的ID身份證，附上各主體的數位

簽名和時間戳，可供消費者查詢和校驗所購商
品的出處和來源。

杜絕假冒品 吸引新中產網購
此項功能的上線，不僅可以杜絕假冒奢侈品的

濫竽充數，更是可吸引年輕的新中產放心進行奢
侈品的網購。據了解，隨着國內消費升級，越來
越多的90、00後開始購買奢侈品，而這些人群更
偏好網絡購物。阿里方面表示，未來會用三年時
間搭建奢侈品牌與90後、00後新世代消費者的

溝通橋樑，服務1億新中產。
有消費者向記者表示，網購奢侈品十分方

便，特別是奢侈品網絡代購在價格上存在很大
優勢，但唯一擔心的便是奢侈品來源問題，如
能進行奢侈品溯源功能，將會增多奢侈品的網
購次數。另外，為進一步提高高端消費者的購
物體驗，天貓全球首個為奢侈品牌專屬定制平
台Luxury Pavilion還會進行升級，之後分期免
息、臨時提額、預約擔保在內的奢侈品消費解
決方案會陸續推出。

天貓將推奢侈品正品溯源功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
道）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中國區
組委會周四晚在京召開新聞發佈會，
宣佈 2018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將於
2018年10月1日至5日在美國拉斯維
加斯舉行。中國區組委會主席余順標
介紹，本屆萬博會計劃組織中國的食

品類、百貨類、金屬製品、木製品、
陶瓷、保健健品、旅遊休閒用品等生
活日用品到美國參展。
據了解，為慶祝巴拿馬運河通航，

1915年美國政府創辦了巴拿馬太平
洋萬國博覽會，首屆萬博會展期9個
月，總參觀人數超過1,800萬人。

中國產品將參加巴拿馬萬博會

帷幄任籌

內地降準幅度大於或
等於1%後A股表現

降準日期

1998/3/21

1999/11/21

2008/12/5

2015/4/20

平均

資料來源：彭博，鉅亨基金交易平台整理，
資料日期：2018/4（採上證指數）

後一個月

+9.9%

-5.0%

-6.8%

+5.4%

+0.9%

後三個月

+17.2%

+13.6%

+10.0%

-5.3%

+8.9%

後六個月

+1.6%

+21.1%

+36.4 %

-18.8%

+10.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高
盛亞洲亞太區環球投資研究部執行
董事歐楷博昨表示，樂見自2012年
以來，在區內政府的提倡與要求
下，亞洲地區的企業日益注重公司
的環境、社會與管治報告（ESG Re-
ports），而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亦有

倍增，這反映了亞洲企業對企業社
會責任的承擔有所改善。

環境管治進步有利吸資
他續指，如果亞洲企業在環境、
社會與管治上繼續進步，將有助這
些企業吸引更多投資資金，有利股
價表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深圳報
道）36計聯手胡潤研究院日前共同發佈
了36計．胡潤百富《2018中國最具投
資價值新星企業百強榜》和36計．胡潤

百富《2018中國新銳創投36強》兩份
榜單。貨拉拉、悅動圈、百詞斬、
keep、拉勾網等眾多知名互聯網企業榜
上有名。

胡潤百富發佈中國新星企業百強榜

高盛：亞企對社會責任承擔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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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曉平
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