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6月25日-29日)

日期
25
26
27
28

29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美國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10:00 PM

8:30 PM
3:00 PM

8:30 PM

9:45 PM
10:00 PM

報告
五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六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五月份耐用品訂單
六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 (修訂)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五月份個人收入
五月份個人支出
六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六月份密茲根消費情緒指數

結果
68.9 萬
126.4
- 0.6%
+ 2.8%
+ 2.0%
22.7 萬
+ 0.4%
+ 0.2%
64.1
98.2

上次
64.6 萬
128.8
- 1.0%
+ 2.2%
+ 2.2%
21.8 萬
+ 0.2%
+ 0.5%
62.7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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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R
R
R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7月2日-6日)

日期
2

3
4

5

6

國家
美國

澳洲

美國

香港時間

10:00 PM

9:30 AM

8:30 PM
10:00 PM

8:30 PM

報告
六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五月份建築開支
五月份工廠訂單
五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澳元)
五月份零售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六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六月份失業率
六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五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美元)

預測
-
-
-
-
-
-
-
-
-
-

上次
58.7

+ 1.8%
- 0.8%
14.61 億
+ 0.3%
22.7 萬
58.6
3.8%
22.3 萬
462 億

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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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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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局分別於前周及上個星期四
（28日）公佈第一及第二輪的

銀行業壓力測試結果。首輪測試35間
銀行全數合格，次輪則有一家銀行未
能過關。誠如聯儲局副主席夸爾斯
(Randal Quarles)指出，有關測試結果
顯示，在假設經濟大幅衰退下，銀行
界仍維持足夠資本金，反映業界資本
準備充足。
是次壓力測試的結果有兩重意義，

首先，金融業資本情況穩健，可望提
升投資者信心，從而令估值獲得上
調；其次是當整體行業的風險降低，
或會加快美國政府放寬監管政策的步
伐，對未來業界營運及節省成本均有
利。事實上，隨着測試結果公佈，多
間銀行，包括富國銀行、花旗集團、
摩根大通已相繼宣佈增派股息及增加
股票回購額度，兩者往往都有利股價
表現。

盈利及估值均為利好因素
至於基本因素上，美國持續上調利

率，預計下半年還會加息兩次，而
2019年則有機會加息三次。在加息周
期中，銀行息差得以擴闊，有利利息

收入。估計今年環球金融股的企業盈
利增長將達17.7%，有望連續兩年取
得雙位數增幅。估值方面，MSCI世
界金融股指數的預測市盈率及市賬率
分別為11.6倍及1.2倍，都低於MSCI
環球的15.4倍及2.4倍，反映估值相
對吸引。
在看好的同時，礙於大市未穩，投

資者需留意風險。例如現時市場的不
明朗因素較高，令短年期債息上升，
繼而導致債市的孳息率曲線趨於平
坦，有機會令銀行的淨利息收益暫時
受影響。部署上，建議投資者採取分
段買入的方式投資金融股基金，並作
中線部署。
基金選擇包括宏利美國銀行業股票

基金，其專注投資於美國銀行股，當
中約八成為地區銀行及一成多元化銀
行。市值分佈偏重中至大型股，當中
大型公司佔約45%。若希望分散風
險，則可考慮貝萊德世界金融基金，
從而投資於環球金融業，美國佔超過
一半資產、其次為印度（7%）及中國
（6%）等，行業分佈主要為銀行
（60%）、保險（12 %）及資本市場
（10%）。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近期環球股市受累中美貿易

摩擦升溫，加上歐美「收水」

的陰霾揮之不去，都令其走勢

受壓。相對而言，部分行業的股價表現較為

優勝，例如科技股一度向好，近日則以能源

股領先。比較不同行業，光大新鴻基認為，

在現時的宏觀環境下，金融類股份的投資價

值或更吸引。

貿易爭端續見擾攘匯市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歐盟領導人就移民問題達成一致，令歐元
兌美元在上周後段出現大幅反撲，但本周一
歐元又復承壓，因對於美國與主要夥伴國之
間貿易爭端升級的擔憂不斷加劇。美國威脅
對至多4,500億美元進口自中國的商品徵收
關稅，第一批34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措施將
於7月6日生效。投資者對貿易衝突擴大愈
發感到擔憂，中國股市受挫，人民幣跌至逾
七個月低位。此外，德國政情的確定性亦拖
累歐元；德國基督教社會聯盟(CSU)官員
稱，身兼該黨主席的德國內政部長Horst
Seehofer周日向黨內提出辭呈，與德國總理
默克爾在移民問題上的歧見越演越烈，威脅
到脆弱的聯合政府。

歐元1.15關不宜有失
技術走勢所見，支持關鍵仍會留意在1.15

關口，雖然過去兩周亦見受到測探，但尚可
以力保不失，故此，要慎防若後市明確跌破
此區，歐元兌美元則很大機會再陷弱勢，下

一級支撐會看至1.1330及 1.1150水平。反
之，若歐元仍可緊守着近在咫尺的1.15關口
不失，加上5天與10天平均線初步形成利好
交叉，短期歐元兌美元應會稍作回穩，較近
阻力料為1.1720水平。若然以自四月份起始
的累積跌幅計算，38.2%的反彈水平為
1.1850，而 50%及 61.8%的反彈幅度則為
1.1960及1.2070水平。
澳元兌美元近日走勢艱難，因對於中國經

濟和資產市場的擔憂推動澳元上周觸及一年
半低位0.7323。另外，市場預期澳洲央行將
在本周二的政策會議上將隔夜拆款利率維持
在1.5%的紀錄低點不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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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50水準附近，短線料澳元
走勢仍有機會繼續探低。由去年六月至今，
澳元走勢已成了一組雙底形態，在未能回破
位於0.75的頸線之前，料澳元在技術上仍會
繼續探低。下方較大支撐將會看至0.72以至
0.70關口，下一級將參照2016年12月低位
0.7160。至於上方阻力料為0.7450及25天平
均線0.7495，下一級關鍵預估在0.7630水
平。

溫 傑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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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上半年累跌3% 博彈留意購輪11165
透視輪證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聯席董事 葉滙豪

本港股市於上半年的走勢先高後低。恒生
指數於1月底升至33,484點，創歷史新高；
及後中美貿易戰打擊市場氣氛，大市反覆回
落。恒指上月底跌至28,500點水平，見半年
低位。恒指上周五收報28,955點，6月累計
下跌1,513點；上半年則累計下跌964點。重
磅股上半年皆「見紅」。騰訊(0700)於上半
年累跌3%。參考技術走勢，騰訊上月底跌
至250天牛熊分界線以下隨即強力反彈。如
看好騰訊，可留意騰訊認購證(11165)，行使
價405元，10月到期，實際槓桿9倍。

看好中移動 吼購證29237
報道指，中國鐵塔上市申請獲港交所批

准。早前有消息指，中國鐵塔計劃上市集資
100億美元。中移動(0941)上半年累跌12%。
如看好中移動回升，可留意中移動認購證
(29237)，行使價72.93元，9月到期，實際槓
桿17倍。
本文資料並不構成對任何投資買賣的要

約，招攬或邀請，建議或推薦。認股證/牛態
證屬無抵押結構性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