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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幣2周貶3.5% 滬指跌破2800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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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初值，預測
2.0%，前值1.9%

6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HICP年率初值，預測1.3%，
前值1.3%
5月實質個人支出月率，前值0.4%
5月個人所得月率，預測0.4%，前值0.3%
5月經季節調整的個人消費支出月率，預測0.4%，前
值0.6%

5月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月率，預測
0.2%，前值0.2%

5月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年率，預測
1.9%，前值1.8%
5月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月率，前值0.2%
5月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年率，前值2.0%
4月國內生產總值(GDP)月率，預測持平，前值0.3%
5月工業產品價格月率，前值0.5%
5月工業產品價格年率，前值2.4%
6月芝加哥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測60.0，前值
62.7

6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99.2，前值
99.3
6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現況指數，前值117.9
6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預期指數，前值87.4
6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一年通脹預期，前值2.9%
6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五年通脹預期，前值2.6%
5月達拉斯聯儲個人消費支出(PCE)指數，前值1.7%

外資續流入 A股首選績佳股

統一強漢基金經理人張繼聖表示，A
股行情受到壓制，主要是政策面

問題，外部有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存在，
期待有一個雙方能接受的方案，評估應
不致影響基本面走勢及資本市場長期資

金流向，而內部政策則是還在「扭毛
巾」階段，例如近期清理整頓城投債，
即是降低金融槓桿的手段之一，但在結
構體質上是越扭越乾淨，對中長期發展
有利。

A股已在6月納入MSCI指數，初期
境外被動式跟蹤指數的資金估計流入
170億美元，後續在權重分階段提高的
效應下，應有中期的資金行情。另根據
東方財富網統計，今年來透過滬股通及
深股通北上買A股的增量資金逐漸加
速，增速幾乎是去年同期的兩倍，截至
6月26日，近一個月的北上資金淨流入
412.94億元人民幣，累積滬深港通開通
以來的北上淨流入總額已達5,081.46億
元人民幣。

人行下半年料續降準放水
境內流動性方面，在金融去槓桿、貨

幣政策維持穩健中性的大前提下，內地
官方還是有相應的配套措施。人民銀行
日前宣佈自7月5日起，定向降低存款
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合計約可釋放
7,000億元人民幣，主要用以支持「債

轉股」(將企業負債轉為股權)，以及中
小企業融資。多家內地投資機構預期，
下半年可能還有1.5個百分點的降準空
間，以維持整體市場流動性。

獨角獸題材提振資本市場
此外，最近獨角獸企業回歸A股題材

火熱，中國證監會日前已核批六隻戰略
配售基金，主要投資於以IPO(首度公開
發行)、CDR（中國存託憑證）形式回
歸A股的科技巨頭「獨角獸基金」，預
估募資金額合計上看3,000億元人民
幣，此政策對資本市場亦有相當正面的
助益。
投資方向上，看好高速雲端網絡及相

關材料、功率元件封裝、電動車及動力電
池零組件、化工等產業，符合中國經濟轉
型升級、「十三五」規劃、油價波動趨勢
方向，可望推動廠商有持續增長空間。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根據Wind資訊統計，截至6月22日，A股已有

1,157家上市公司公佈半年報業績預告，有近七成

預估業績將會增長。統一投信表示，內地總體經濟

持穩，企業盈利增長動能強勁，A股短期受到城投債券連續違約、

監管機關緊縮信用、中美貿易摩擦等因素影響，主要指數自5月下

旬以來走勢疲弱，但人行近日再次降準釋放流動性，有助緩解資

金壓力，改善市場情緒，且A股已於6月正式入摩，境外資金淨流

入方向不變，持續看好A股中長期投資潛力，首選優質業績成長

股。 ■統一投信

避險情緒持續 紐元續受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美元周四升見至一年高位，因美國
與其商業夥伴的貿易爭端情勢發展出
現相互衝突的訊號，激起美元買盤，
同時上半年度結束前調整倉位資金流
動也令美元獲得支撐。儘管上日的新
聞暗示美國當局採取更為妥協的態
度，但匯市整體冒險意願仍平淡。美
國總統特朗普周三稱，他將使用強化
後的安全審查程序來阻止中國收購美
國敏感技術，較之實施專門針對中國
的投資限制，其立場有所軟化。但華
府的意圖仍不明朗，白宮國家經濟委
員會主任庫德洛周三稍晚在接受採訪
時表示，特朗普宣佈的計劃並不表明
對中國的立場有所軟化。
新西蘭央行周四一如預期維持指標

利率在1.75%不變，為連續第11次維
持不變。央行並警告經濟成長放緩及
全球貿易摩擦等前景的風險，表明其
維持紀錄低位利率一段時間的決心。
央行在聲明稿中對近來經濟增長疲軟
及主要經濟體之間貿易緊張情勢升級
發出警告。其論調要比5月會議稍溫和
些。央行表示，近來較疲弱的國內生
產總值(GDP)表明經濟的閒置產能比我

們預期的稍多。

紐美利差擴大構成打擊
紐元兌美元周四挫跌至兩年低位

0.6760下方，因中國市場上的資產價格
下滑令人擔憂全球經濟成長及出口前
景。在中美貿易緊張關係不斷升溫的情
況下，人民幣已跌至六個月低點，這拖
累着商品貨幣走勢。除了貿易戰憂慮，
新西蘭與美國利差擴大也在一定程度上
打擊了紐元。預料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
(FED)今年計劃再升息兩次，而新西蘭央
行周四則警告經濟成長放緩及全球貿易
摩擦等前景的風險，表明其維持紀錄低
位利率一段時間的決心。
技術走勢所見，2017年5月11日紐元
觸及0.6818美元的低位，隨後大幅反
撲，至11月17日又低見至0.6781，而至
本周又重新探試此兩個低位，若匯價在
短期仍未可扳回至0.68水平上方，估計
紐元兌美元仍見有下行壓力，並且以雙
頂型態伸延跌勢。若以2015年8月低位
0.6200至去年7月高位0.7557的累計漲
幅計算，50%的調整水平為0.6870，擴
展至61.8%則為0.6710水平。預計較大
支持為250個月平均線0.6595以至0.65
關口。上方阻力則料為0.6820及25天平
均線0.6950水平。

福而偉金融控股集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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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屬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周一（6月25日），美國傳媒報道特
朗普政府可能會禁止中國持股比例
在25%以上的公司收購涉及「重大工
業技術」的美國公司，為中美貿易
戰火上加油，避險資金流入美元，
再次打壓金價，同時美聯儲官員再
次表明會逐進加息，令金價一跌再
跌，近日已跌破1,250美元關口。
周三（6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

發表聲明，支持通過落實目前美國
國會審議的《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
代化法》來限制外國實體收購美國
關鍵技術。這表示美國暫時不會單
獨針對中國推出限制中國投資的措
施。美國財長努姆欽亦稱新的投資
控制措施是用以保護美國的技術，
加強審查過程不會產生重大的經濟
影響，也不會給投資者製造更多的
不確定性，消息令中美貿易方面的
緊張氣氛略為紓緩，美元亦因此提
振令金價承壓。
黃金目前的處境十分尷尬，作為避
險資產，在現時貿易戰風險升溫
時，投資者更多選擇美元來避險，
與美元走勢相反的黃金因而受壓，
在貿易戰風險降溫時，因對美國經
濟前景有利令投資者追捧美元，無
論貿易問題怎麼變，金價都總會因
而下跌，處於「兩面不是人」的尷
尬局面。
黃金若要止跌回升，有兩個主要的
可能性，一是美國經濟出現實質性的
轉差，令美元下挫，二是出現非貿易
戰相關的風險，例如朝鮮核問題出現
劇變，或是敘利亞再起衝突等地緣因
素，否則在美元始終強勢的情況下，
黃金難以扭轉跌勢。
短線操作建議：1,253-1,254賣出，

1,248-1,250獲利，止損1,256.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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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走勢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張豪上海
報道）中美貿易摩擦引發的影響遠超預
期，昨天人民幣兌美元即期收盤大跌300點
子或0.45%，報6.625，為連續第六日下跌
並創逾七個月新低，且官方收盤後離岸、
在岸人民幣匯率也續跌，曾分別跌破6.64
和6.63關口。6月14日至今，兩周內人民幣
兌美元匯率按收盤價計算已大跌逾3.5%。
同時，滬深A股也持續下行，上證綜指在連
跌四日後，昨日終於跌穿2,800點整數關
口，收於2,786點，下挫0.93%，創28個月
新低，深成指與創業板指同步收綠。
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6.5569，跌391點
或0.59%，續創逾半年新低。路透社引述外
匯交易員認為，人民幣中間價疑似部分過
慮，或是監管層不希望市場緊張情緒升
溫，早盤在下探六個半月新低後縮減跌
幅，但美元指數再度上揚，加上貿易戰威
脅持續施壓市場情緒，令人民幣走弱。
交易員指出，中美貿易摩擦引發的政治
因素影響太大，現在很難從經濟和技術的
角度去判斷匯率，如果中美貿易談判能有
個好結果，人民幣升值也是可預期的。受
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影響，A股市亦持續下
行，這亦對人民幣匯率構成壓力。

人行：把握好去槓桿力度節奏
人民銀行在2018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例
會指出，要繼續密切關注國際國內經濟金
融走勢，加強形勢預判和前瞻性預調微
調；堅決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把
握好結構性去槓桿的力度和節奏，促進經

濟平穩健康發展，穩定市場預期。
受內憂外患困擾，A股市場情緒極為低

迷。滬深兩市依然承壓低開，早市維持震
盪，重回紅盤，午後加速殺跌，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2,786點，跌26點或0.93%，
今年來累計跌幅達15.7%；深成指報9,071
點，跌96點或1.06%；創業板指報1,543
點，跌2點或0.17%。
兩市共成交3,061億元人民幣。行業板塊
中僅券商信託、電信運營升幅逆市收紅，
貴金屬、交運設備、農藥獸藥、釀酒、民
航機場等板塊均大跌超2%。
有業內人士指出，短期內看不到大盤底

在何方，只有中美關係緩解等利好因素或
是監管層出台明確利好政策，才能有助大
市企穩。

新華社：A股積極因素已顯現
當日新華社連發兩文力挺A股。新華
社發佈的評論指，目前A股市場已經有
不少積極因素顯現，判斷資本市場長期
走勢最根本。還是要看經濟基本面和企
業盈利。
當前，中國經濟穩中向好，大部分上市
公司的業績在持續提升，助推經濟社會發
展的改革措施不斷落地，這些都是中國資
本市場長期穩健發展的底氣。
新華網同日稱，中國股市有理由經過歷

練更加健康發展，在崇尚價值投資、追求
確定性投資、符合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新
理念指引下，將一步步走向成熟，給廣大
投資者以積極回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
道）廣州市11宗地昨天進行限時競
價，總起拍金額高達101.8億元(人民
幣，下同)，最終交易總金額為109
億元。這是今年以來廣州單日競價
出讓土地宗數和金額最多的一天。

涵蓋市內五個區
11幅土地涵蓋了廣州的五個區，

其中珠海琶洲西區3宗商務用地、
黃埔區3宗宅地、從化2宗宅地、南

沙2宗宅地、增城1宗宅地。其中，
南沙黃閣鎮2018NJY-6宅地截至今
日凌晨已吸引4家房企競價，經過
48輪競價，由來自重慶的金科地產
以14.82億元+4,950平方米配建、
樓面價13,614元/平方米拿下。
而在增城，荔城街蔣村和新聯村

地塊則由央企中鐵建收入囊中，至
於備受關注的兩宗從化宅地由保利
競得， 三一重工則拿下海珠琶洲
西區地塊。

廣州昨賣11地總成交109億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丘曉陽）翠
華控股（1314）昨公佈截止至三月底的
全年業績，錄得股東應佔溢利8,020.5萬
元，同比跌11.36%，每股基本盈利5.68
仙，派末期息 1.5 仙，另派特別息 1.5
仙。主席李遠康表示，面對盈利下跌，
公司已經調整了早餐價格，其他產品價
格保持不變，會視情況決定是否調整價
格。
翠華業績倒退，公司股價受壓，昨天

收市報1元，跌5.6%。
首席財務官楊東表示，淨利減少原因

之一是去年五十周年推廣成本，而除去
這部分的指出，淨利與去年持平。另一
方面，翠華在港銷售及配送成本、物業
租金增加，開設新餐廳初期亦產生初期
成本。

內地業務升7.8%至6.24億
公司全年收入約 18.4 億元，按年跌

0.3% 。其中香港跌4.3%至11.94億元，
主要由於2017年度及本年度若干餐廳
於租約到期時結業所致；中國內地則升
7.8%至6.24億元。物業租金及相關開支
則由2017年度約3.153億元，增加7.4%
至本年度約3.385億元，因為各新開設
餐廳的租約於本年度開始生效，及重續
若干現有餐廳租約時租金有所上升所
至。
至於淨利減少，派息卻不減，楊東指

派息取決於資金水平，目前資金流健
康，派息過九成不影響公司業務，未來
派息仍視乎資金水平。
截至3月底翠華共運營70家門店，公

司計劃今年度開設10間新店，其中4間
至6間落戶香港，其餘在內地。公司今年
首次突破海外市場，於新加坡開設一間
分店，行政總裁彭烱豪透露，目前反應
良好，對在海外市場開設新店持開放態
度。

香港文匯報訊 莊士機構（0367)昨公
佈截至今年3月31日止全年業績，期內
集團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至約
13億元，按年增 3%；每股盈利 77.39
仙，增3%，宣派末期股息每股5仙，上
年度為3仙。
莊士機構副主席莊家彬表示，集團全

年業績報捷，並於年內完成了多項策略
性行動，有效地鞏固集團根基。展望未
來，集團將繼續致力優化及提升其投資
及酒店物業之租金收益及回報，加快發
展物業項目，並積極物色新業務機遇，
包括收購土地及物業投資，希望能藉此
繼續為股東增值。

莊士機構去年賺13億增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天倫燃氣（1600）昨
宣佈，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河南天倫燃氣與河南省中
豫金控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及河南省豫資城鄉一體
化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共同發起成立河南豫資天倫新能源
投資基金。該基金規模為1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其
中豫資發展出資59.99 億元，河南天倫出資40億元。天
倫燃氣董事局主席張瀛岑表示，天倫燃氣未來五年將拓
展河南省1,000萬用戶，通過安裝、管理和供氣等業
務，未來公司收入將明顯增加。張瀛岑又稱，河南省正
在大力推動煤改氣，因河南有逾億人口鄉鎮家庭，因此
市場潛力巨大。

天倫燃氣夥豫企設百億投資基金

翠華少賺11.36% 仍派特別息

■翠華控股
行政總裁彭烱
豪（左）、主
席兼執行董事
李遠康（中）
及首席財務官
楊東。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丘曉陽 攝

■ 圖為銀
行工作人員
清點貨幣。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