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 資 理 財

資金湧入 生科醫療股吸睛

B6

■責任編輯：黎永毅

2018年8月10日（星期五）

財報季節登場，生物科技醫療類股財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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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眼，加上政策面有利新藥審查，以及貿易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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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攻略

爭讓部分資金轉入生科相關板塊，生科類股呈

現淡季不淡；第三季以來至 8 月 7 日，NBI 生科指數上漲近
8%，表現優於美股。安聯 7 月《生科觀測指數》來到 9 分晴天

區，也顯示生科產業正向，投資信心回升。
2013
安年聯《生科觀測指數》自
8 月推出，從三大面向、五

大指標等短、中、長期角度觀測生
科產業，總分最高 10 分，每月發佈
觀測結果並以晴雨表反應投資前
景。7 月生科觀測指數維持至 9 分，
基本面均為正向評級；技術面上，
指數站回均線，評級亦維持正向；
資金面維持在中性。
安聯全球生科趨勢基金經理人許
志偉表示，8 月向來是生科產業的
傳統淡季，不過，今年生科類股挾
財報、收購和新藥題材等堅實基本
面及內需等優勢，8 月以來至 7 日上
漲 1.67%，表現淡季不淡；第三季
以來漲幅近 8%，年初迄今更是上
揚11.29%。
在財報方面，許志偉表示，逾八
成醫療類股已公佈財報，盈利 96%
優於預期；生科類股財報已全數公
佈，盈利 88%優於預期，且年度展
望均上修。其次在政策面，今年以
來 FDA 審核通過 26 件新藥，若以
目前審查進度來看，預期今年能夠
超越30件新藥。
許志偉表示，近期政策面的亮
點，不只在新藥審核進度高於歷史
均值，意味着政策繼續支持新藥，
加上 FDA 審核生物仿製藥速度相對
緩慢，也意味仿製藥威脅低；且未
來可能廢除健保及 PBM(中盤商)藥
價回扣與折讓的政策作法，料亦有
望減輕藥商製藥成本、同時提供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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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享有更多折價空間。

行業正向發展 投資信心回升
在資金面，許志偉表示，生科產
業正向發展，投資信心回升。生
科、醫療保健產業基金自 7 月中開
始，資金轉為淨流入，迄至8月1日
止已連續四周淨流入。另一方面，
由於生科股為內需股，加上又兼具
科技概念、亦有望受惠新興科技概
念的大趨勢，所以在在貿易事件尚
未平息之際，也相對容易成為資金
避險去處而從中受惠。
至於在收購動能方面，許志偉表
示，今年以來市場收購件數達 11
件，金額已大幅超越去年全年，其
中，稅改題材長期發酵，持續成為
增添大型醫療股收購動能，大型股
和小型股表現相對活絡。
許志偉表示，目前大型生科指數
PE 低於歷史平均值，標普 500 生科
指數預估市盈率不到 14 倍，仍低於
長期平均值。
展望後市，許志偉表示，大型生
科股今年成長走揚，盈利動能仍
在，根據預估，生科指數今明兩年
盈利有機會交出雙位數增長的成
績；審藥動能健康、新藥臨床數據
佳推升信心，大型和小型股新藥開
發效益值得期待，加上稅改題材長
期發酵，持續增添收購動能，建議
投資者可持續定期定額或逢低加
碼，參與中長線機會。

央行政策較前溫和 紐元跌幅擴大
金匯 動向
馮強
紐元本周初至周三變動不大，連日均大致
窄幅活動於 67.20 至 67.60 美仙水平之間，周
四失守 67 美仙水平後跌幅擴大，一度向下逼
近 66.40 美仙水平約兩年半以來低位。新西
蘭第 2 季失業率回升至 4.5%，而經濟則從
2016年第4季的4%年增率持續下降至今年首
季的 2.7%，連續 5 個季度增長放緩之際，新
西蘭央行本周四會議宣佈維持官方指標利率
在 1.75%水平不變，會後聲明更表示未來兩
年，利率將繼續保持在現行水平，消息導致
紐元迅速跌穿67美仙水平。

脫離1個月以來橫行走勢
雖然新西蘭第 2 季通脹年率攀升至 1.5%，
高於首季的 1.1%水平，顯示通脹有回升傾
向，帶動紐元上月下旬重上 68 美仙水平，但
踏入 8 月份，中美貿易戰沒有降溫傾向，貿
易戰規模反而進一步趨於擴大，負面影響將
波及其他地區。據新西蘭統計局 7 月 25 日公
佈的 6 月份外貿數據顯示，中國依然是新西

蘭最大的貿易夥伴，而新西蘭現階段的經濟
規模僅為 2,860 億紐元，經濟容易受到貿易
戰的拖累，該些不利因素帶動紐元匯價於 8
月初開始逐漸轉弱。中美貿易戰升級，新西
蘭央行的政策立場顯著較前溫和，紐元輕易
脫離過去 1 個月以來的橫行走勢，不利紐元
短期表現，預料紐元將反覆走低至 65.50 美
仙水平。
周三紐約 12 月期金收報 1,221 美元，較上
日升 2.70 美元。雖然美元指數過去 1 周大部
分時間高處於 95 水平，不過升幅卻沒有進一
步擴大，現貨金價上周尾段在 1,204 美元附
近尋得較大支後走勢有緩慢上行傾向，本周
早段連日持穩 1,206 至 1,207 美元水平後呈現
小幅反彈走勢，本周四更一度走高至 1,216
美元水平。隨着美元指數依然未能向上衝破
上月下旬位於 95.65 的主要阻力，有助減輕
金價下行壓力，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
1,22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紐元：將反覆走低至 65.50 美仙水平。
金價：將反覆重上 1,220 美元水平。

加元呈現轉弱跡象
金匯 出擊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美元指數維持在高位盤整，周三由於中國
對美國實施報復性關稅，一度對美元帶來提
振，美元指數最高升至 95.417，接近 7 月 19
日觸及的逾一年高位的 95.652，之後回落。
中國商務部周三稱中方將對 160 億美元的自
美國進口商品加徵 25%的關稅，涵蓋油品、
鋼鐵產品、汽車和醫療設備。這是對美國貿
易代表辦公室周二公佈價值 160 億美元中國
商品的最終徵稅清單作出的反應，該清單包
括 279 項商品，並表示將從 8 月 23 日開始向
這些商品徵收 25%的關稅。貿易緊張局勢被
認為對美元利多，因市場認為美國經濟能比
新興市場更好地承受爭端。接下來周五將迎
來美國重大經濟數據是周五將公佈的 7 月消
費者物價通脹報告，根據路透調查，預計核
心通脹上升0.2%。

彈，以過去兩個月的累計跌幅計算，38.2%
的反彈幅度為 1.3120，正好接近於本周三觸
及的高位，若進一步擴展至 50%及 61.8%則
會分別看至 1.3170 及 1.3220。較關鍵的阻力
則仍會留意著 1.33 關口。至於下方支持預估
在1.2850以至250天平均線1.2750水平。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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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GDP)
季率初值，預測 0.4%，前
英國
值 0.2% ； 年 率 初 值 預 測
1.3%，前值1.2%
7 月經季節調整核心消費者
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
0.2%，前值0.2%
7 月未經季節調整核心消費
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
測2.3%，前值2.3%

若守穩100天平均線可期反彈
加元周三曾一度跌至兩周低位，因加拿大
與沙特的爭端升級，加元之後收復失地。金
融時報周三報道稱，沙特央行和養老基金已
經指示海外資產經理出售加拿大資產。美元
兌加元走勢，匯價在上月未能突破 1.33 關口
後掉頭回落，至本月初已回落至 1.30 區間。
技術走勢所見，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有
回升跡象，或見美元兌加元料有反彈傾向。
值得留意的是，過去一周匯價多次探試着下
方的100天平均線，但亦未有跌破，目前100
天線處於 1.2960，估計只要仍可守穩着此區
不破，美元兌美元短線可望即將展開一段反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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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經季節調整消費者物價
指 數 (CPI) 月 率 ， 預 測
0.2%，前值0.1%
7 月未經季節調整消費者物
價 指 數 (CPI) 年 率 ， 預 測
3.0%，前值2.9%
7 月每周平均實質所得月
率，預測0.1%，前值0.1%

加拿大

7 月就業崗位變動，預測增加
1.70萬個，前值增加3.18萬個
7月失業率，預測5.9%，前值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