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7 財 經 新 聞 / 投 資 理 財 ■責任編輯：黎永毅

2018年6月27日（星期三）

20182018年年66月月2727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8年6月27日（星期三）

金匯錦囊
歐元：將暫上落於1.1550至1.1750美元之間。
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40美元水平。

歐元上周四在1.1510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連
日反彈，重上1.16美元水平，本周早段升幅擴大，
周二曾走高至1.1720美元附近1周多高位。歐洲央
行本月會議表明不急於緊縮其貨幣政策，加上美國
聯儲局又暗示下半年將續有兩次加息行動之後，歐
元走勢迅速轉弱，不過歐元過去4周依然能守穩位
於1.1500至1.1510美元之間的主要支持位，加上希
臘取得歐盟最後一筆150億歐元援助，希臘的債務
危機已暫時消除，同時意大利現階段沒有脫歐風
險，該些因素均有助減輕歐元的下行壓力。

憂慮貿易戰逐步升溫
另一方面，Markit上周五公佈6月份德國綜合
PMI回升至54.2水平，帶動6月份歐元區綜合PMI
上升至54.8水平兩個月高點，數據改善引致歐元本
周早段曾觸及1.17美元水平，但德國Ifo指數進一步
回落至101.8水平，延續8個月以來的反覆下行走
勢，顯示貿易戰逐漸升溫之際，德國企業對經濟前
景的信心將變得較早前審慎，歐元本周二反而回吐

周初的大部分升幅，反映投資者對過於推高歐元仍
抱有戒心，不排除歐盟統計局本周五公佈6月份歐
元區通脹數據前，歐元現階段有機會處於橫行走
勢。預料歐元將暫時上落於1.1550至1.1750美元水
平之間。
周一紐約8月期金收報1,268.90美元，較上日下
跌1.8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1,272美元水平
後走勢轉弱，周二跌幅擴大，失守1,260美元後曾走
低至1,256美元附近半年低位，延續過去1周多以來
的反覆下行走勢。雖然美元指數連日下跌，但依然
守穩94水平，並於本周二出現反彈走勢，而隨着現
貨金價輕易跌穿1,260美元水平，市場氣氛進一步不
利金價表現，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40美元
水平。

全球貿易局勢緊張 資金續流入美股

根據美銀美林引述EPFR統計至
6月20日，美股進入連七周吸

金，上周獲淨流入50.85億美元榮登
吸金王，其他市場則有不同幅度的
流出。
美股部分，安聯收益成長基金產
品經理胡韡耀表示，中美全面貿易
戰爭機率不大，但仍持續吸引市場
關注。說穿了，美國總統特朗普最
主要的目標是縮減美國貿易逆差，

因此先找最主要的逆差對象中國進
行談判。他預期，雙方討價還價的
過程可能造成市場震盪，但考量進
口國同時也是出口國，加上特朗普
還有期中選舉的壓力，相信雙方正
努力避免讓最糟糕的情況發生。

科技類股後市仍值得期待
在近期市場消息上，胡韡耀表

示，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將允許各州

政府向網路零售商徵收銷售稅，使
電商類股承壓，讓標普500與Nas-
daq指數雙雙下跌。不過科技類股
後市仍值得期待。美國大型銀行通
過了今年壓力測試的第一關，聯儲
局發現，接受測試的所有35家銀行
都可以承受嚴重的經濟衰退。此
外，聯儲局宣佈加息態度偏鷹，美
元指數自四月中以來緩步走高，亦
對於小型股有明顯的挹注。

美企增長股盈利預期樂觀
展望後市，胡韡耀表示，目前市場

對於今、明兩年的美國企業增長股盈
利預期仍樂觀，但本益比卻來到近兩
年低點，價值面相對誘人。
加上企業管理階層對企業展望樂

觀程度來到11年高點，終端需求強
近，均可望持續推升美國企業向上
動能。
建議在市場雜音紛擾之際，透過美

國三強資產：增長股、可轉債與高收
益債，打造核心資產，無懼多空，掌
握收益成長的黃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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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貿易緊張局勢達到新高度，歐盟上周五

開始對價值28億歐元的美國產品加徵關稅，

以報復美國鋼鋁關稅措施；而特朗普威脅要對

所有進入美國的歐洲汽車徵收20%關稅。中美雙方也各自宣

佈7月6日將有首批關稅清單上路。市場情緒保守，美國道瓊

斯工業指數上周下跌2.03%；標普500指數下跌0.87%。全

球股市表現疲弱引發避險需求，影響投資氛圍，東證指數下

跌2.47%、MSCI新興市場指數下跌2.26%，亞洲市場首當

其衝，新興亞洲周下跌2.98%表現最差。 ■安聯投信

避險情緒重振日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美元兌日圓周二早段下跌，徘徊
於兩周低點附近，因有關美國與貿
易夥伴之間的貿易爭端加劇的擔憂
持續損及風險偏好。全球股市繼續
下跌，標普500指數和納斯達克指
數創下逾兩個月來最大跌幅。美國
科技股受創尤重；中國是貿易緊張
局勢的風口，國內市場亦受到衝
擊。除了與中國的貿易爭端外，美
國最近還威脅對進口自歐盟的汽車
加徵關稅，加碼對歐盟的挑戰。美
國就國際貿易立場發出的信號不
一，亦令市場人士倍感不安。
美國財長姆努欽周一稱，財政部

即將採取的投資限制不是具體針對
中國，將適用於所有試圖竊取他們
技術的國家；不過，這一聲明與美
國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的說
法相矛盾。納瓦羅稱，特朗普政府
提出的投資限制不是全球性的，將
只針對中國。消息加重了市場的謹
慎情緒，此前特朗普在周五威脅要
對從歐盟進口的汽車徵收 20%關
稅。歐盟表示其將被迫進行報復。
美元兌日圓周二低見至109.35，
跌破了近月守穩着的50天平均線，
隨着RSI及隨機指數仍處下跌，短
期匯價料仍會承壓。當前下一級將
要關注5月29日低位108.10，此前
同時亦是100天平均線所在位置，
倘若後市跌破此區，則由四月起始
的走勢將形成了一組雙頂型態，以
最近的一個頂部作依據，技術延伸
潛在跌幅可達280點，即有機見至
105.30水平。
另外，若果以自三月份的累積漲

幅計算，38.2%及50%的回吐水準
會看至108.80及108，進一步擴展
至61.8%則會在107.15。上方阻力
則預估在 250 天平均線 110.25 及
110.90。

貿易戰打壓市場風險偏好
澳元兌美元周二從高點回落，貿
易爭持繼續打壓市場風險偏好，使
澳元下跌至0.74水準下方。技術走
勢而言，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

又見重新走跌，而且匯價仍受制於
10天平均線，短線料澳元走勢仍有
機會繼續探低。當前匯價已經接近
於去年5月低位0.7329，上周仍可
勉力守住，若後市終跌破此區，料

澳元走勢更趨疲弱。下方較大支撐
將會看至0.72以至0.70關口。至於
上方阻力料為0.7480及25天平均線
0.7530，下一級關鍵預估在0.7630
水平。

港出口16連升 上月升15.9%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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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製造業商業信心指數，預測 106.9，前值
107.7
6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13.2，前值113.7
6月投資者信心指數，前值正28.0
5月M3貨供額年率，預測3.8%，前值3.9%

5月對非歐盟地區貿易平衡初值，前值18.6億盈餘

6月工業聯盟(CBI)零售銷售差值，預測正11，前
值正11
5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前值-0.4%；年率
前值1.3%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384.1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1,052.30
5月耐用品訂單月率，預測-1.0%，前值-1.6%
5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月率，預測0.5%，前
值0.9%
5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月率，前值-1.9%
5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財訂單，預測0.5%，
前值1.0%
5月商品貿易平衡初值，前值673.4億赤字
5月批發庫存初值，前值0.1%
5月零售庫存初值，前值0.4%
5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指數，前值106.4
5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指數月率，預測+0.5%，前
值-1.3%

美元指數升勢放緩 歐元炒上落
動向金匯

馮強

香港文匯報訊 本港出口16連升，政
府統計處昨發表的數據顯示，本港5月份
整體出口貨值為 3,514 億元，按年升
15.9%，商品進口貨值3,946億元，按年升
16.5%。
政府發言人表示，受惠於蓬勃的環球需
求，外貿在今年來持續表現強勁，展望未
來，目前環球經濟的增長勢頭在短期內應
繼續為香港的出口帶來支持。
不過，隨着美國與內地的貿易摩擦升

溫，最近外圍環境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加，
這或會拖累環球經濟目前的氣氛及往後的
貿易擴張。

外圍環境不確定性增
數據顯示，5月份的商品出口按年繼續強

勁增長，其中，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
按年升15.8%。此地區內，輸往大部分主要
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升幅，尤其是
新加坡（升 43.9%）、馬來西亞（升

43.6%）、菲律賓（升25.5%）、中國內地
（升19.2%）、泰國（升18.6%）和日本
（升13.0%）。
另一方面，輸往印度和台灣的整體出口

貨值則錄得跌幅，分別下跌 21.7%和
1.9%。
除亞洲的目的地外，輸往其他地區的部
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升幅，
尤其是德國（升 16.7%）、美國（升
12.5%）和英國（升6.7%）。

港版小米8紅米6下周五賣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黃懿汶）小米
昨在港宣佈，小米8和紅米6同在7月6日
（下周五）正午12點開售，消費者可在小
米網、香港小米之家、CSL. 全線專門店、
3 香港官網和豐澤官網購買。

小米 8 推出 6GB + 64GB 版和 6GB +
128GB版，售價分別為3,399港元及3,699
港元；紅米 6 則推出 3GB+ 32GB 版和
4GB+64GB版，售價分別是999元和1,299
元。對於紅米系列重返千元價格，小米國

際部香港營運總監羅燕表示，有用家反映
希望性價比可以更高，公司認為可行後調
低價格。
羅燕又指，公司有計劃在香港設立更多

小米之家，目前正在物色合適的地方，又
認為合適的地點可遇不可求，待物色到地
方後會對外公佈。

財政部近期將在港發行人幣國債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財政部昨公佈，
經國務院批准，2018年財政部將在境外
發行100億元人民幣國債和30億元美元
主權債券。其中，100億元人民幣國債將

分兩次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發行，每次各
發行50億元；美元主權債券將於下半年
發行。相關債券的具體發行安排，將在
發行前公佈。

長江集團多年來一直
積極捐助香港公益金，支
持各項慈善籌款活動，昨
日在公益金周年頒獎禮
上，集團榮膺公益金最高
籌款機構第二名，第十九
度蟬聯三大最高籌款機構
之一。集團旗下5家公司

亦分別獲獎項嘉許，包括長江
和記實業、長江實業及香港電
燈獲頒公益榮譽獎；長江基建
及電能實業則獲頒公益卓越
獎，各家公司代表一同出席頒
獎禮，共享殊榮。

長

江

攞

獎

■圖為日本貨幣。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