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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7月16日-20日)

日期
16

17

18

19

20

國家
美國

英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德國
英國

香港時間
8:30 PM
10:00 PM
4:30 PM
9:15 PM

4:30 PM

8:30 PM

10:00 PM
3:00 PM
4:30 PM

報告
六月份零售額
五月份商業存貨
七月份失業率
六月份工業生產
六月份設備使用率
六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
六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
六月份建屋動工 (單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六月份領先指標
六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六月份公共財政赤字 (英鎊)

預測
+ 0.5%
+ 0.4%

-
+ 0.5%
78.3
-
-

131.8 萬
22.0 萬
+ 0.4%

-
-

上次
+ 0.8%
+ 0.3%
4.2%
- 0.1%
77.9

+ 2.3%
+ 2.9%
135.0 萬
21.4 萬
+ 0.2%
+ 2.7%
50 億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7月9日-13日)

日期
9
10
11
12

13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德國
日本

美國

香港時間
3:00 PM
7:50 AM

8:30 PM

10:00 PM

報告
五月份貿易盈餘 (歐元)
六月份貨幣供應#
六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六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
濟人數
六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七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結果
197 億
+ 3.2%
+ 0.3%
+ 0.1%

21.4 萬

+ 0.4%
97.1

上次
201 億
+ 3.2%
+ 0.5%
+ 0.2%

23.1 萬

+ 0.6%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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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持續。有報道指中方研
究以押後審批美國企業投資等非關稅
方式，報復美國準備向額外二千億美
元中國貨品加徵關稅的行動。美國總
統特朗普則表示，願意再與中國舉行
貿易談判。
本港股市上星期累計上升約200
點。惟權重股騰訊(0700)曾跌至年內
低位375元，全星期下跌1.4%。如看
好騰訊，可留意騰訊認購證(17100)，
行使價415.2元，9月到期，實際槓
桿13倍。
不過，陸續有大行因應騰訊手遊
《絕地求生》仍未賺錢，調低騰訊目
標價至500元以下。如看淡騰訊，可
留意騰訊認沽證(22773)，行使價
366.68元，10月到期，實際槓桿9
倍。
舜宇光學(2382)上月之手機鏡頭出

貨量達8,700萬件，按年大增逾八
成。有大行維持「增持」投資評級及
220元目標價。舜宇光學上星期累升
7%。如繼續看好舜宇光學，可留意舜
宇光學認購證(12719)，行使價165.1
元、10月到期、實際槓桿5倍。
市場消息指中國鐵塔(0788)將於本
周招股。中移動(0941)上星期跌近
1%。如看好中移動，可留意中移動
認購證(29237)，行使價72.93元，9
月到期，實際槓桿22倍。

吉利盈喜 看好吼購證22343
吉利汽車(0175)發盈利預喜，預期

上半年純利按年錄得五成增長，主要
由於整體銷量增加，及產品組合改
善。公司早前亦公佈上半年總銷量為
76.6萬部車，按年增長44%；並完成
全年銷量目標一半。
吉利汽車上星期累升6%。如看好
吉利汽車，可留意吉利認購證
(22343)，行使價 22.02 元、11 月到
期、實際槓桿5倍。
本文資料由香港證監會持牌人中銀

國際亞洲有限公司發出，其內容僅供
參考，惟不保證該等資料絕對正確，
亦不對由於任何資料不準確或遺漏所
引起之損失負上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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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欄逢周一刊出

兩項部署佈局亞洲基金

提到美國的勞動市場，當地6月新增非
農就業超預期，達21.3萬，失業率

則小幅上升至4%，時薪增速2.7%，與前
值持平。失業率上升部分源於新增勞動
力，而並非經濟疲軟。若未來勞動力人口
繼續增加，將緩解勞動力緊缺與通脹壓
力，提升經濟擴張的空間。另一方面，工
資增速溫和說明勞動力市場興，經濟難言
過熱。而核心通脹壓力不算明顯，聯儲局
或不必更快加息，對環球投資氣氛有利，
亞股亦可受惠。
後市除看外圍，亞洲區內企業的基本

因素亦是重點。據瑞銀的資料顯示，今
年首季亞洲企業盈利增長14%；預期今
明兩年的增長率將分別達 12.9%及
9.7%。估值方面，現時亞洲股市的市盈
率為13.1倍，接近過去5年平均值。考
慮到其盈利前景理想，估值處合理水
平。

亞股盈利前景亮麗
事實上，若比較環球股市的18.9倍市

盈率，亞股估值遠為吸引。預期當市況
日漸回暖，資金有機會回流亞洲，成為

推升股價的重要利好因素，中長線投資
亞洲股票可望取得回報。
惟投資者要留意，貿易戰或是持久
戰，美方有機會再宣佈其他制裁或關稅
措施，加上美元整固後或受惠息差擴闊
而再次反彈，都有機會為亞洲股市帶來
波動。因此，建議看好亞股的投資者可
以考慮兩項部署。首先，較進取的投資
者可「分段吸納」亞洲股票基金，例如
是首域亞洲股本優點基金。其分散投資
亞太股市（包括日本及澳洲，分別佔
9.1% 及 5.3% ） ， 當 中 偏 重 印 度

（20.7%）、中國內地（17.0%）及香港
（12.2%）；行業則以金融及資訊科
技，分別佔22.8%及20.3%。
另一方面，如果投資者對亞洲市場有

興趣，但風險取向較保守，擔心亞股市
場波動，則可以選擇亞洲股債平衡基
金，讓基金經理根據市場環球調整股債
比重。基金選擇包括首域亞洲鐵橋基
金，其股債分佈接近各一半，股票部分
同樣偏重印度（9.8%）、中國內地
（8.6%）及香港（6.4%）；債券則以中
國債券為主，佔整體組合的27.1%。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中美貿易摩擦未有進一步

惡化，令投資者得以喘息；

配合美國勞動市場數據理

想，以及德國總理默克爾成功解決執政聯

盟就難民問題的分裂危機，都帶動環球股

市向好。若投資者希望入市，光大新鴻基

認為，亞洲基金仍為最佳的中長線之選。

美加息步伐料加快 金價仍受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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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元兌一籃子主要貨幣走高，受貿易緊張
局勢升溫和美國通脹數據支撐。美國總統特朗普
威脅再對進口自中國的2,000億美元商品徵收關
稅，深化了中美貿易衝突。關注焦點已轉向這場
貿易衝突中接下來可能採取的舉措。中國指控美
國的霸凌主義做法，並警告採取反制舉措，不過
中國會如何報復還不明朗。中國可能採取的報復
選擇包括抵制美國商品、人民幣大幅貶值、拋售
美國公債持倉。美元指數周五漲至近10日高位，
受美國公債收益率上漲支撐；外界預期美國通脹
率將上揚，因而帶動美債收益率上漲。
美國6月消費者物價按年漲幅創下近六年半來

最高水平，按月漲幅仍顯示通脹率穩步上升，可
能令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維持漸進升息路
徑。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將於本周二在參議院金融
委員會，就經濟及貨幣政策發表半年一度的證詞
陳述。
隨後在周三還將迎來美聯儲經濟褐皮書。投資

者可從中判斷美聯儲對經濟的看法，推測未來貨
幣政策走向。

料較近阻力在1254美元水平
倫敦黃金方面，在美元走強的情況下，金價上

周持續承壓，周五更一度跌破1,240水平。技術
圖表所見，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仍處回落，
並且見價位又重新回落至10天平均線下方，金價
或見繼續探低。較近阻力估計在1,254及1,260美
元，下一級看至25天平均線1,265美元。至於下
方關鍵為去年12月低位1,235美元水平，剛好於
月初以至上周觸及的低位亦正正止步於此區之
上，要慎防若後市終於出現下破，金價有機會將
以雙頂形態續展跌勢，延伸支持看至1,220美元
以至1,207美元水平。
倫敦白銀近日守穩着的15.70水平則視為當前

支撐關鍵，較大支持則會參考去年12月低位
15.59美元，下一級看至15.10及14.80美元。上
方阻力方面，先留意25天平均線16.25美元；若
果以最近一浪的跌幅計算，38.2%的反彈水準為
16.33，50%及61.8%則為16.52及16.71美元。

溫 傑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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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亞洲(不包括日本)指數市盈率

魯助推企業對接全球500強

山東省商務廳副廳長張維克表示，該《方
案》是三年前出台的《山東省深化與世界

500強合作行動方案（2015-2017年）》的升級
版，將為該省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建設注
入活力。

張維克：為轉換動能注入動力
據了解，山東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確定
的十強產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
備、新能源新材料、現代海洋、醫養健康等

五大新興產業；以及高端化工、現代高效農
業、文化創意、精品旅遊、現代金融服務等
五大優勢產業。
據此《方案》，山東與世界500強企業及行
業領軍企業在合作方式上亦將有所創新，比
如將會加強股權、融資、人才、基金、創新
等方面的合作。其中股權合作方面，將支持
跨國公司以併購方式設立外商投資企業，鼓
勵境外投資者對上市公司開展戰略性投資，
有序吸收跨國公司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

改革；創新合作，將鼓勵與跨國公司共同設
立孵化器、加速器、創客空間等創新創業平
台；基金合作，則鼓勵各級新舊動能轉換基
金吸引境外投資者加入。從1987年德國漢高
作為第一家世界500強進入山東以來，共有
213家世界500強企業投資設立了723家企
業，推動形成了重型卡車、高速動車、轎
車、工程機械、造船、信息技術等產業的聚
集，對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發揮了重要
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山東省政

府日前印發的《山東省深化與世界500強及

行業領軍企業合作行動方案（2018-2020

年）》（下稱《方案》）指出，未來三

年，山東將圍繞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確

定的「十強」產業，達成100個與世界500

強合作項目、200個與行業領軍企業的合作

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和向紅 昆明報
道）亞洲規模最大，集寶玉石、觀賞石、
建材石為一體的2018昆明國際石博覽會7
月10至17日在昆明舉行，參展國家和地區
達22個，折合標準展位2,800個。雲南省
石產業發展聯席會議辦公室主任、雲南省
國土資源廳副廳長李連舉在新聞發佈會上
稱，隨着進口關稅下調，民眾對珠寶玉石
的消費信心會增強。

關稅下調利珠寶業
2018年5月31日，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
會下發《關於降低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的
公告》，自2018年7月1日起，降低部分
進口日用消費品的最惠國稅率，涉及1,449
個稅目。
李連舉稱，關稅下調對珠寶產業有積極

影響：一是珠寶進口成本降低，價格也隨
之下調，有利於促進國內消費；二是把過
去作為奢侈品類的珠寶首飾納入日用消費

品，有利拉動內需、刺激購買力；三是對
國內同類產品形成倒逼，有利於促進珠寶
產業轉型升級，推進國內品牌發展；四是
加快世界珠寶知名品牌進駐國內市場步
伐。

國際石博會昆明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
道）全球醫藥巨頭賽諾菲「中國中西
部運營與創新中心」「全球研發運營
中心」正式落戶該區。據悉，賽諾菲
成都研發運營中心總投資超5億元人
民幣，將採用基因治療、單克隆抗體
和多特異性抗體等前沿生物技術進行
藥物研發，涵蓋糖尿病與心血管、疫
苗、腫瘤學、免疫學與炎症、罕見疾
病、多發性硬化症、神經病學等諸多
領域。

賽諾菲中國區總裁彭振科說，該中
心是繼法國和美國之後，賽諾菲在全
球臨床科學及運營的第三大支柱。賽
諾菲成都「全球研發運營中心」將與
現有的中國研發團隊整合，並計劃在
2020年之前招募300名當地醫藥研發
領域人才，構建賽諾菲中國團隊。此
外，該研發運營中心致力於國際多中
心臨床試驗文件和數據的管理，整合
全球數據採集和分析能力，加快整個
臨床一期至四期試驗的流程。

賽諾菲蓉城建全球研運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俊海 甘肅
報道）廣藥集團與蘭州市簽署合作框
架協議，將投資8億元人民幣建王老
吉大健康蘭州生產基地和研發中心項
目，與甘肅省相關科研機構開展科研
合作，利用當地地道藥材，研究開發
大健康產品。同時，還將合作開展
「王老吉涼茶( 西北)品牌及文化建設
項目」，促進大健康產業在西北地區
的發展。
根據協議，廣藥集團旗下「白雲

山」全資子公司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將
在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立王老
吉紅罐涼茶生產基地，該基地將借鑒
王老吉雅安生產基地的經驗，以「輸
血+造血」方式帶動甘肅經濟發展。
另外，廣藥集團還與甘肅兩當縣、

華池縣、宕昌縣、東鄉縣分別簽訂了
扶貧合作項目，將通過 「扶貧車
間」幫扶模式，利用四個縣的中藥材
種植和土特農產品優勢，合力培育中
藥材優質品種 ，推動當地中藥材產
業優化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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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為期
三天的2018東亞博覽會暨第六屆韓國
商品博覽會日前在濟南閉幕。來自韓
國、日本、蒙古以及中國港澳台地區
的近500家企業參展，交易額達3.86
億元人民幣，到會參觀者達65,000餘
人次。
博覽會由濟南市政府、山東省商

務廳、山東省外僑辦、山東省貿促
會和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日本

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香港全港各區
工商聯共同主辦，展示面積14,000
平方米。
展會期間，韓國、日本、蒙古以

及中國港澳台地區組織了眾多東亞
優秀企業參展，俄羅斯、哈薩克斯
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
等「一帶一路」沿線多個國家組成
的綜合展區亦吸引了眾多參觀者駐
足。

首屆東亞博覽會交易額近4億

優信總部遷西安

■圖為賽諾菲
「中國中西部
運營與創新中
心」「全球研
發運營中心」
落戶成都啟動
儀式。

香港文匯報
四川傳真

■ 張 維 克 表
示，《方案》
將為該省新舊
動能轉換綜合
試驗區建設注
入活力。

香港文匯報
山東傳真

■昆明石博會
舉辦「雲上心
製」與「燃情
匠心」為主題
的珠寶設計大
賽。

香港文匯報
記者和向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
報道）記者從西安港務區獲悉，繼6月
27日正式在美國納斯達克(NASDAQ)
上市後，優信集團日前正式決定並宣
佈將公司總部由北京遷至西安。

將建AI中心全產業鏈
據悉，優信集團在西安國際港務區

的全國性集團總部建設佔地50餘畝，
預計到2020年，各個板塊業務將全部

正式入駐。
創建於2011年的優信集團，目前旗

下擁有B2B模式二手車網絡拍賣平台
優信拍、B2C模式的二手車交易平台
優信二手車以及提供二手車融資服務
的優信金融三大業務。優信集團落戶
西安後，除了將打造二手車人工智能
研究中心、二手車全國交易交付中
心、智能物流倉配中心等之外，還將
搭建二手車全產業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