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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暫時活動於1.1600至1.1800美元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徘徊1,290至1,31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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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上任以來一直以
讓美國再次偉大，以國家安全等藉口不
停的索求。他不顧前朝簽下的協議，如
巴黎氣候協議、伊朗核協議等，其出爾
反爾的談判技巧，可以說和他談判是在
浪費大家時間，達成什麼協議，看似沒
用，可能他自己睡到三更半夜想想不
滿，又出爾反爾。
本周美國又將再提對中國加徵25%關

稅，而且還針對「中國製造2025」。
簽證方面，對於專業在機器人、航空和高科技製造
等領域的部分中國留學生的簽證將僅限於一年期簽
證。
其實出爾反爾的不只是再針對中國加徵關稅，
而是違背了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達成的協
議，和中美聯合聲明。從訪問中看到美國財長姆
努欽對記者說是「HOLD ON」。回想去年 12
月，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和俄
羅斯列為對手(Rival)。當時看不到細節如何處理，
但從今日的事態發展回看，特朗普真是非常堅定
地實行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的內容。

美反全球化 應對其說「不」
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Wilbur Ross)已拒絕歐洲提
出的針對鋼鋁關稅的永久豁免要求，並且呼籲歐盟
(EU)以中國為榜樣，這一最新跡象代表對中國不滿
但對歐盟更不滿。對隊友都能開刀，何況對對手
呢？俄、中、歐、日可能應一起抱團聯合去應對美
國的反全球化的零和遊戲新規說「不」。使用連環
計去應對這一場無硝煙的戰爭。
在稅改和美聯儲加息的前提下，美元有機會繼續
反彈，短期美元在95附近可能尋獲第一階段的高
位，今次升幅回調38.2%的話，有機會下試92.38。
之後有機會展開C浪反彈。從時間計算，美元甚有
可能升至9月至10月。市場預期今年加息3次的機
會是45%，加息4次的機會只有29%。代表如果未
來數據、官員言論或會後聲明預示更多的加息空
間，美元便會又迎來急升。

入摩生效 外資配置A股比重提高

台新MSCI中國ETF經理人陳彥
霓表示，A股第一階段納入MS-

CI 指數體系之內，納入比例僅為
2.5%，宣示效果大於實質效果，A股
入摩短期雖然帶來外資配置需求，惟

待今年9月第二階段納入完成後，可
能將有較長的權重穩定時間，因此建
議投資者在配置中國時，除了A股市
場，也可參考外資在投資中國時主要
配置的MSCI中國指數作為投資參

考。
陳彥霓表示，今

年四月至五月滬股
通及深股通之北上
資金流量明顯較去
年增長，根據上交
所資料顯示，在A
股入摩生效前的最
後一個交易日(5月
31日)，滬股通流入
MSCI納入的A股金
額明顯放大，買入

金額增加至112.7億元，創年內單日
最高，顯見內外資已針對A股入摩之
議題提前佈局，也因此在MSCI半年
度調整名單正式生效後的第一個交易
日，內地股市反應相對平靜，三大股

指小幅開低。
陳彥霓表示，國際資金在投資新興
市場股市時，主要配置的參考為MS-
CI新興市場指數，而中國也一直是
MSCI新興市場指數的主要配置區
域，這次MSCI半年度調整，其實
MSCI中國指數除了新增A股，也有
新增其他H股及海外掛牌ADR，整體
中國的配置佔新興市場指數也提升至
31%以上。

可利用追蹤指標ETF享成果
投資者欲參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前

景，建議投資時可參考國際資金配置
中國的主要指標MSCI中國指數，利
用追蹤該指標的ETF，一次性完整掌
握中國的投資配置。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MSCI於5月中

旬宣佈了首批納

入 A 股 的 名 單

後，於5月31日A股收盤後正

式生效，代表着未來國際資金在

佈局中國時，除了香港及海外掛

牌的內地企業，也將關注A股市

場。 ■台新投信

意組聯合政府 歐元跌幅放緩
動向金匯

馮強

歐元本周初受制1.1730美元附近阻
力後跌幅擴大，周二急跌至1.1510美
元附近開始呈現反彈，本周尾段曾回
穩至1.1720美元附近，收復本周早段
大部分跌幅。意大利五星運動及北方
聯盟本周四成功組成聯合政府，暫時
消除市場對政局不明朗的擔憂，部分
投資者迅速掉頭回補歐元空倉盤，帶
動歐元連日反彈，重上1.17美元水
平。雖然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本周五在
國會被投不信任票而下台，但市場的
避險氣氛明顯沒有過於升溫，反而美
國如期向歐盟徵收鋼鐵及鋁製品進口
關稅，並再次計劃向來自中國的500
億美元商品徵25%進口關稅，該因素
反而導致美元走勢連日偏軟，一度失
守94水平。
另一方面，Markit昨日公佈歐元區
5月份製造業PMI下降至55.5水平15
個月低點，而早前公佈的5月份歐元
區綜合PMI亦回落至54.1的18個月
低點，加上德國5月份Ifo指數僅為

102.2，與4月份相若，依然反彈乏
力，數據凸顯歐元區第2季經濟有進
一步放緩風險，是導致歐元近期走勢
不振的原因之一。此外，市場憂慮意
大利及西班牙政局動盪之際，評級機
構標準普爾近日將德意志銀行評級下
調，不過美國本周五決定對鋼鐵及鋁
製品徵收進口關稅，歐盟未獲豁免，
投資者憂慮貿易戰升溫，美元指數升
幅放緩，稍為減輕歐元的下行壓力。

歐通脹升 央行有收水壓力
布蘭特期油從今年2月份的每桶62

美元水平反覆攀升至5月份的80美元
水平之後，歐盟統計局本周四公佈歐
元區5月份通脹年率急升至1.9%，大
幅高於4月份的1.2%，數據顯示歐元
區通脹有掉頭上行傾向，歐洲央行的
貨幣政策將有逐漸收緊的壓力，若果
市場一旦淡化意大利及西班牙政局不
穩定的負面消息，則歐元將有機會略
為反彈，並帶動歐元兌日圓交叉匯價
回升。
美國本周四公佈4月份消費者支出

按月上升0.6%，高於預期，更是5個

月以來的最大增長
幅度，加上核心個
人消費支出價格指
數按年上升1.8%，
與3月份相若，靠
近聯儲局的 2%通
脹目標水平，預期
聯儲局6月13日會
議頗有機會作出加
息行動，息差因素
將限制歐元近日的
反彈幅度，不排除
要待至6月14日歐
洲央行會議發出貨
幣政策偏緊的訊
號，歐元走勢才有
較大改善。預料歐
元將暫時活動於1.1600至1.1800美元
之間。
周四紐約8月期金收報1,304.70美

元，較上日下跌1.80美元。現貨金價
本周四受制1,306美元附近阻力後走
勢偏軟，周五曾回落至1,294美元水
平。美國本周四公佈4月份消費者支
出增幅擴大，而上周首次申領失業救

濟金人數回落，鞏固市場對美國聯儲
局下月13日將有加息行動的預期，
引致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反彈，本
周五曾向上觸及2.90%水平，令現貨
金價未能持穩1,300美元之上。若果
美國5月份非農就業數據未有顯著強
於預期，則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徘徊
於1,290至1,310美元之間。

任曉平
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

帷幄任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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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近日中
國－印度新航線（China India Express
Service）的首航船「E.R. AMSTERDAM」
號集裝箱船順利靠泊在深圳大鏟灣碼頭，運
力約為6,000標準箱。

記者了解到，該航線由金星輪船有限公
司、長榮海運、高麗海運株式會社以及百達
航運有限公司4家船公司合營，共派遣6艘
運力為5,500-6,500標準箱的船舶行走該航
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
道）中國科學院控股有限公司與北
京市西城區昨天簽署合作協議。根
據協議，中科院將依託北京市西城
區豐富的金融資源和技術服務優勢，
建設全球領先的金融科技創新示範
區。同時，雙方將聯合發起設立中科
院聯動創新產業母基金，以現代金融
服務科技創新，聚焦最新科技成果和
前沿科技產業，為金融科技創新發展
提供資源和資本保障。

冀優秀成果在西城區轉化
除設立中科院聯動創新產業母基金

外，雙方還將共同建設「中科院金融科
技創新中心」，圍繞金融科技領域，提
供企業孵化、產學研究、技術轉移、金
融支持等產業發展和創新創業服務。
北京市西城區區長王少峰表示，中科

院具有一流的技術優勢和產業資源，依
託北京市西城區豐富的金融資源和技術
服務優勢，有望促進中科院的科技成果

轉化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鼓勵中科
院各類優秀成果在西城區轉化。

打造北京金融科創示範區
王少峰稱，目前，「動批」地區已疏

解出約60萬平方米的空間資源，還有
50萬平方米的待提升樓宇，北接中關
村、南臨金融街，具有得天獨厚的科
技、金融和人才優勢。未來西城區將以
「動批」地區為主要依託，打造北京金
融科技與專業服務創新示範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樹勇 貴陽報道）
英特爾中國研究院院長、2018數博會人工
智能全球大賽總決賽評委宋繼強在在2018
年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其間表示，人
工智能目前已經歷了三波發展浪潮，第一波
發生於上世紀60年代，主要是學術理論方
面；第二波發生於上世紀80年代，計算機
水平有所進步，但人工智能主要做的是專家
系統，用於政府機關、醫療領域解決一些問
題；現在所處的就是第三波人工智能發展浪
潮。在宋繼強看來，計算機能力大幅提升、
算法更精準、數據更多構成人工智能發展的

三大動力。

正處第三波人工智能浪潮
宋繼強分析，人類進入第三波人工智能

浪潮，雖然有一些領域的人工智能已經達
到，甚至超越了人的水平，但是目前的人工
智能尚屬於初級階段，未來可能有20年、
30年人工智能的發展期和輝煌期。
第三波人工智能浪潮中，人工智能靠的

是算力、算法和數據，要用到硬件，也需要
通訊技術，還要用到存儲技術、芯片技術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奕霞山東報道）
濟南市今年通過引導企業參加「一帶一路」
國家展會，外貿進出口實現了平穩較快增
長，1-4月份進出口總額239.4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12.4%。
記者從濟南市商務局獲悉，該市通過鼓

勵企業參與「2018年境外百展市場開拓計

劃和全市重點展會計劃」，廣泛參加「一帶
一路」等新興市場國家展會，利用展會抓客
戶、搶訂單，不斷擴大國際市場份額。1-5
月份，組織全市500家以上企業參加廣交
會、華交會、日本食品展等境內外重點品牌
展會，其中2018年春季廣交會該市參展企業
新簽訂單達到2.3億美元，同比增長8%。

■北京市西城
區區長王少峰
（左）與中國
科學院控股有
限公司總經理
索繼栓（右）
簽署合作協
議。

張聰 攝

中科院北京西城區簽合作中科院北京西城區簽合作

三大動力加速人工智能發展

「帶路」展會搶客 濟南出口急升

大鏟灣貨碼闢印度新航線

AA股入摩生效股入摩生效，，國國
際資金對際資金對AA股佈局股佈局
將更積極將更積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