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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澳元：將反覆下試72.00美仙水平。
金價：將反覆重上1,220美元水平

歷年8月多跌市 宜逢低吸

根據彭博資料統計，自1990年以
來，8月和9月是全球主要國家股

市表現較差的時候，平均分別下跌
0.66%和0.77%。
若將時間縮短到2000年或近10年以
來，8、9月同樣呈現跌多漲少的表
現，歐、美、日與亞洲股市毫無例
外。

企業公佈財報進入高峰期
第一金全球機器人及自動化產業基

金經理人陳世杰表示，進入8月，通常
都是企業公佈財報的高峰期，財報好

壞牽動投資者對下半年營運展望，機
構投資者也會藉此檢視手中持股與績
效，並進行汰弱留強，因而影響股價
表現，股市震盪頻率跟着提高。
不過，若往後延續觀察，10月起，
受惠傳統消費旺季來臨，帶動股市多
頭回神，全球主要股市於10、11及12
月的平均漲幅分別有1.35%、1.73%和
2.29%，表現不俗。
展望今年下半年，陳世杰認為，考

量歷史因素，以及美中貿易戰的不確
定性持續籠罩，預料未來1個月至2個
月，全球股市還有震盪整理的可能

性。
但陳世杰強調，貿易戰或許會稍微

削弱短期的經濟成長力度，長期不至
於引發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而且
隨着下半年傳統旺季行情發酵，市場
終將回歸基本面看待，搭配美國中期
選舉登場帶來的政策面偏好氣氛，有
利於股市止跌回升。
因此，短線若不慎震盪整理，可採

取分批加碼策略，佈局跌深或能見度
質優的資產，如：美股、A股、台股、
機器人、FinTech金融科技、精準醫療
等，提高下半年投資勝算。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全球股市揮別7月風平浪靜後，8月恐

面臨亂流考驗，因為自1990年以來，主

要國家股市在8月、9月都是跌多漲少。

不過，隨着下半年傳統旺季需求展開，從10、11、12

月的單月平均漲幅都超過1%。考量歷史經驗與目前景

氣持續溫和復甦，業界建議，短線逢低震盪可找買

點，以拉高下半年投資勝算。 ■第一金投信

任曉平
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

ANNOUNCEMENT ON EQUITY SALES PROGRESS OF THE AZUL S. A.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and its entire 
directors guarantee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information in this announcement and they will take both individu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content.
1.General
It’s agreed by the 27th session of the eighth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to authoriz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Company to choose a right time to sell the preferred stock right of the Azul S.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Azul) for 58,138,000 shares (i.e. ADS 19,379,300) subject 
to the market and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ompany, which shall include, but not limit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specific trading pla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o determine the trading price, quantity and method, etc. The 
authorization shall take into effect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the sale of above stated shares. 
2.Sales Progress 
As of the date of this announcement, the Company completed the sales of preferred stock 
right of the Azul for 58,138,000 shares (i.e. ADS 19,379,300) at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at the price of USD16.15 per ADS. The total trading amount after deducting the 
underwriting fee accounts for USD306,247,300. The subscribers of above stock equity 
are a number of America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which there’s no related party of the 
Company. This transac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a connected transaction. 
The Company used to hold 72,672,500 preferred shares of the Azul and sold 14,534,500 
preferred shares of it on April 27 of 2018.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is transaction, the 
Company sold out all shares of the Azul held by it.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of gains and 
losses in the sales of the Azul’s share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verified data of the 2018 
annual auditing work. 
3.Influence
Above stated equity sales would help the Company to optimize its asset structure and 
maintain good liquidity. It’s beneficial for the Company to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in businesse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acquired from the equity sales shall be accounted 
into current profit and loss. The specific amount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confirmed data of the 
annual auditing work. We kindly remind investors to pay attention to investment risks. 

Board of Directors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August 11, 2018

英國會否再次公投？
帷幄任籌

由支持公投的活動團
體「People's Vote」委
託YouGov進行的民調
訪問了一萬名民眾的調
查顯示，如果英國退歐
談判破裂，並且未能達
成協議，半數英國民眾
認為應該再舉行一次全
民公投，就是否脫離歐
盟做出最後決定。若期

經過這一段鬧劇後，支持留在歐盟的人數應有
所上升。
現距離明年3月正式脫歐只有約8個月。理論
上，今年10月要達成協議，但這個可能性接近
0%。雖然協議已經談妥了75%的文本，但剩下
來的正正就是分歧最大的地方。也就是說可能
要用更多的時間去談。
英國的一批談判代表在上月就集體請辭，英
國內閣都未能取得共識，何況是民眾呢？還記
得上次公投是51.9%對48.1% 獲得通過，所以

其實英國自己都是十分分歧。

民眾對脫歐意見分歧
其實英國如果是脫歐，除了協議外，還有在
協議框架後英國有很多法例要重新立法。這工
作基本上不可能在明年3月前完成，加上海關
招聘等，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脫歐後的優勢是可
以自己訂立關稅，但
眼見相談關稅是談可
容易？美國和墨西哥
及加拿大談北美自由
貿易區就知道。
英國要在短時間

談好，基本上也不
可能。人口只有
6,500萬人的英國，
基本上只緊緊符合
有意思的內需市
場。不可能回復昔
日的日不落帝國。
英倫銀行本月加息

後，面對脫歐的不確
性形響下，料不會短
期再加息。特別是金
融企業最終會否撤出
英國是對英國經濟的
最大不確定性。
英鎊的走勢可以說

是最有變數，如果真
的硬脫歐，代表英鎊
兌美元有機會下試至
1.2甚至更低。但如
果最終英國選擇留
歐，英鎊兌美元就有
機會上試1.35-1.4。
在美元走強及脫歐

的陰影下，英鎊有機
會下試1.24-1.28。

憂土耳其貨幣危機擴散 澳元受壓
動向金匯

馮強

澳元本周四受制74.55美仙附近阻力
後走勢轉弱，周五跌幅擴大，一度向
下逼近72.80美仙水平逾1年半以來低
位，結束近兩個月以來介於73美仙至
74美仙範圍內的橫行走勢。同屬北約
成員的土耳其與美國關係轉壞，市場
憂慮美國可能對土其耳施加貿易制
裁，同時土耳其官方代表訪美無功而
還，土耳其里拉兌美元匯價本周五大
幅下跌，從5.5水平一度急跌至接近
6.3水平的紀錄低位，投資者擔憂土耳
其貨幣危機可能引致部分歐元區銀行
業對土耳其的貸款出現違約，加上金
融時報的報道顯示歐洲央行正關注該
些債務風險，反映貨幣危機有擴散傾
向，消息帶動歐元在歐洲匯市早段一
度下挫至1.1430美元附近約1年以來低
位。
土耳其貨幣危機可能擴散，本周五

歐洲股市及歐元匯價雙雙顯著下跌，
市場避險氣氛濃厚，部分避險資金流
向美債，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再次跌
穿 2.90%水平，美元指數更攀升至
96.18水平近13個月以來高點，拖累澳
元匯價失守73美仙水平。此外，美國
聯儲局官員埃文斯本周四發出通脹可
能稍高於2%目標水平的言論，預示美
國本周五公佈的7月份通脹將偏向上
行，鞏固市場對聯儲局下半年仍有兩
次加息行動的預期，不利澳元短期表
現。

澳日交叉匯急跌構成不利
澳洲央行本周二會議維持貨幣政策

不變，但沒有提早收緊其貨幣政策的
傾向，澳元現階段不容易作出較大幅
的反彈。此外，日圓匯價曾攀升
至110.60附近兩周高位，帶動澳
元兌日圓交叉匯價一度急跌至
80.80附近6周低點，加上美元指
數升幅擴大，都不利澳元走勢。

預料澳元將反覆下試72.00美仙水平。

金價料有力重返1220美元
周四紐約12月期金收報1,219.90美
元，較上日下跌1.10美元。土耳其里
拉本周五單日急跌近14%，投資者憂
慮土耳其貨幣危機波及歐元區銀行
業，加上同日俄羅斯盧布兌美元亦急
挫至67.15水平兩年低位，投資者憂慮
貨幣危機有擴散風險，對全球金融市
場構成不穩定因素，美元指數迅速重
上96水平 1年高點，但避險氣氛升
溫，有助限制金價跌幅。
現貨金價周五在1,205美元水平尋得

較大支持後迅速反彈至1,210美元水平
之上。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220
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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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就覆核架構諮詢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0388）
旗下聯交所昨刊發諮詢文件，就上
市委員會決定的覆核架構提出修改
建議並諮詢市場意見。

港交所上市主管戴林瀚表示，
相關諮詢的建議旨在加強聯交所
對上市委員會決定覆核架構的內
部管治，同時提升決策透明度、

問責性及一致性。諮詢期至10月
12日。
聯交所與證監會於2017年9月發
表《建議改善聯交所的上市監管決
策及管治架構的聯合諮詢文件》諮
詢總結，該諮詢總結指，聯交所將
於2018年就上市委員會決定的覆核
制度另行諮詢市場。覆核架構諮詢
正是《聯合諮詢總結》中提及會另
外進行的諮詢。

修改現行兩層覆核架構
聯交所昨日就覆核上市委員會決定

的架構提出修改建議概述如下：修改
現行適用於上市委員會重大決定的兩
層覆核架構，該等決定只可覆核一
次，上市上訴委員會將被取消。

擬新設獨立覆核委員會
新設一個完全由外間市場參與者

組成，並無現任上市委員會成員、
證監會或香港交易所代表參與的獨
立覆核委員會（新覆核委員會），
以取代上市（覆核）委員會及上市
（紀律覆核）委員會。
為提高聯交所決策程序的透明度

和問責性，將定期刊發新覆核委員
會有關非紀律事宜的決策。
此外，《聯合諮詢總結》亦提

出，會採納將證監會與聯交所於
2003年1月28日簽署的《上市事宜
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
（經於2018年3月9日簽署的補充
文件修訂）中第10.6段編納成規的
建議，但將刪除對上市上訴委員會
的提述。
關於證監會有權要求考慮或覆核

任何事宜（包括由新覆核委員會考
慮或覆核上市委員會的決定）的條
文，諮詢文件有詳細闡述。

興證國際首6個月少賺4.9%
香港文匯報訊 興證國際（8407）昨宣佈，集團於截至今年6月30
日止6個月取得營業收入5.6億元，同比增長56.3%。除稅後溢利為5,667
萬元，同比減少4.9%。集團的經紀服務、貸款及融資服務、投資銀行
服務、資產管理服務、金融產品及投資業務均取得增長，以上業務的
營業收入期內分別上升36.6%、37.1%、563.7%、72.0%及3.5%。
展望未來，集團將及時把握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內地與香港

兩地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及港股發行制度改革帶來的重大發展機
遇，加大核心專業團隊建設力度。

許家印身家逼近馬化騰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恒大(3333)公告稱將考慮派發過去兩個財年的

特別股息，如果派發規模如 3月份所宣佈的一樣，達到 2016
年-2017年利潤的50%(約147億元人民幣，下同)，持有公司約78%
股份的主席許家印，可能達到115億元。派特別息消息利好股價，
該股昨天收市報28.35元，大升8.0%，一周漲幅達36.3%。
根據彭博億萬富豪指數，許家印的財富水平在中國位列第三，身

家估計達349億美元。恒大集團2017年財報顯示，許家印去年獲得
22.4萬元的酬金，未領取薪資。若將特別股息收入囊中，那麼他距
離取代騰訊控股的馬化騰，成為中國第二大富豪將更進一步；馬化
騰身家為377億美元。

��	����

����
��j������

�� � �

����	

����

����

����

*6�'�
��

����

����
����

��������
��%��������

■港交所旗下聯交所昨刊發諮詢文件，就上市委員會決定的覆核架構提出修
改建議並諮詢市場意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