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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來往賬盈餘 (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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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減除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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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商業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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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市場看俏 佈局美平衡基金

根據基金研究機構EPFR的數據指出，整
體新興市場已連續3周錄得資金淨流出

（合共約20億美元），其中拉丁美洲情況更
連續13周錄得淨流出（約3.3億美元）。自
年初至今，MSCI新興市場指數及新興市場
貨幣指數回報更呈負數，分別是負9.9%及負
5.8%(圖)，反映市場看淡相關市場。

強美元不利新興市場
光大新鴻基認為，美元近期強勢使新興市

場貨幣持續貶值，加上全球貿易局勢緊張，
對基本因素較弱的國家影響最大。土耳其及
阿根廷因長期出現經常賬赤字及依靠美元融
資，而強美元推高兩國外債償還成本，加上

受政治因素影響（前者與美國交惡並受制
裁，後者則受民眾對國家經濟政策失去信
心），所以首當其衝。
考慮到近期土耳其里拉回穩，及阿根廷於

上周三(5日)與IMF商討後，可望盡早取得貸
款，料相關危機暫不會擴散至其他新興市
場。惟由於市場避險情緒高企，短期新興市
場資產價格下行壓力仍大，或要待貿易爭端
緩和及美元轉弱，才有望扭轉頹勢。投資者
需按照自己風險胃納對相關投資作適度調
配。
至於成熟市場方面，雖然美股估值偏高，

及中美貿易摩擦持續；但美國經濟基本面及
政策面均比新興市場理想。其二季度經調整

後國內生產總值（GDP）增至4.2%，而7月
消費物價指數（CPI）按月不變，反映經濟
強健之餘，同時通脹受控。另外，隨着聯儲
局維持漸進加息路線（市場預期，聯儲局極
大機會於本月再加息），資金有機會將進一
步回流美股，支持美股表現。
策略上，可投資於美國平衡基金，透過分

散佈局股債，捕捉美股上升的機遇之餘，亦
可平衡回報及風險。基選擇包括安聯收益及
增長基金，及駿利亨德森平衡基金，兩者均
主力投資於美國。前者股票、可換股債及高
收益債各佔約33%；後者現時股債分佈分別
約為61%及38%。前者港元及美元（每月派
息）單位年利率超過9%，後者為約4%。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阿根廷於上月

底向國際貨幣基

金 組 織 （IMF）

要求，提前發放500億美元紓困

貸款，消息觸動市場神經。投

資者擔心當地經濟狀況或較預

期差。雖然當地隨即宣佈新一

輪財政緊縮措施及大幅加息，

但無力挽回市場信心。由於土

耳其及阿根廷相繼出現貨幣危

機，上周全球新興市場資產再

受衝擊。

騰訊博反彈 購輪留意25700
動向輪證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聯席董事 葉滙豪

繼蘋果公司市值突破一萬億
美元後，電子商貿公司亞馬遜
上周創上市新高，市值亦突破
一萬億美元。
有分析認為，受惠廣告收入

和雲計算等業務的增長，亞馬
遜未來三年至五年市值可再倍
翻至二萬億美元。外圍科技股
表現強勁，本港科技股卻未能
跟隨。
繼限制網絡遊戲總數、以及限

制未成年人參與網遊之後，內地
傳媒引述遊戲業內人士指，內地
可能開徵35%遊戲專項稅。騰訊
(0700)上星期累計跌8%；技術走
勢上，騰訊已跌出保力加通道底
部，有機會出現技術性反彈。面
對監管日嚴，騰訊旗艦遊戲《王
者榮耀》將啟動最嚴格的實名
制。
有大行表示，市場對監管已過

份憂慮，認為騰訊目前估值吸
引。如看好騰訊回升，可留意騰
訊認購證(25700)，行使價 348
元，明年2月到期，實際槓桿8
倍。相反，如認為騰訊會繼續下
試低位，可留意騰訊認沽證
(27168)，行使價310.2元，明年1
月到期，實際槓桿6倍。

看好港交所吼購輪26027
股市遇冷風無阻新經濟股上市

之熱忱。美團點評(3690)上周五

開始公開招股，對於公司仍處虧
損狀態，管理層雖然沒有交出扭
虧時間表，但指餐飲外賣服務毛
利改善，對長遠盈利能力有信
心。
市場期望作為同股不同權首例

的小米(1810)可重上招股價17元
水平。如看好小米，可留意小米
認購證(25699)，行使價18.9元，
12月到期，實際槓桿6倍。如看
好港交所(0388)，可留意港交所
認購證(26027)，行使價 231.08
元，明年1月到期，實際槓桿9
倍。

匯控博彈留意購輪27153
上星期北水積極流入匯控

(0005)，或反映匯控跌至一年低
位，現價股息率接近6厘，內地
投資者開始審視其投資價值。如
看好匯控，可留意匯控認購證
(27153)，行使價75.05元，明年1
月到期，實際槓桿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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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 傑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

貿易爭端持續 金價續受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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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上周走勢先揚後抑，受貿易戰緊張
局勢升溫影響，美元周初全線上漲，但後
來出現的英國軟退歐希望提振英鎊和歐元
上揚，導致美元下跌。隨着投資者為周五
晚公佈的美國非農就業報告做準備，以及
有報道稱特朗普料將在貿易問題上將矛頭
對準日本，美元走勢受壓。
根據CNBC周四電視節目，美國總統
特朗普向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暗示，他
下一步或將着手解決與日本之間的貿易
問題。特朗普已經就貿易問題挑戰了中
國、墨西哥、加拿大和歐盟。他多次指
責其他國家讓本幣貶值，使美國處於不
利地位。特朗普曾就美國對日本的大規
模貿易逆差表示不滿。不過目前為止華
府尚未要求日本採取具體措施解決貿易
不均衡問題。

本月第三次加息預期鞏固
數據方面，美國周五公佈
的就業報告顯示，8月非農
就業崗位激增20.1萬個，8
月平均時薪增長0.4%，這
使 得 薪 資 年 增 幅 達 到
2.9%，為2009年 6月以來
最 大 。 失 業 率 持 平 於
3.9%。數據公佈後美元對
一籃子貨幣上漲。
該數據鞏固了美國聯邦儲
備理事會(FED)在 9 月 25
日-26日會議上進行今年第
三次升息的預期。另外，美
國總統特朗普周五警告，他
準備對幾乎所有從中國進口
的商品加徵關稅，除了未來
幾天即將對價值2,000億美
元的商品徵稅之外，還要對
另外2,670億美元的商品征
稅。這些舉措將使美國與中

國的貿易戰大幅升級。中國威脅要進行
報復，這可能包括對在華經營的美國公
司採取行動。
倫敦黃金方面，金價在 4 月觸及

1365.23美元的高點後已下跌逾12%。金
價在上周中曾一度反彈，目前的水平最
近引發了大量的實貨買盤，不僅是在印
度和中國等黃金購買活躍的國家，東南
亞也出現投資性買盤。
8月印度黃金進口量增長逾一倍，達
到15個月最高水平，因金價下跌促使製
造商補充庫存。
技術走勢所見，5天跌破10天平均
線，慎防金價若明確失守起延自八月中
旬的上升趨向線位置1,199美元，則有
繼續走軟的風險。向下延伸支持料為
1,187及1,179，下一級看至1,167美元。
上方阻力則回看50天平均線1,216及
1,228美元。

河南魯山再現「絲綢之路」盛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 平頂山報道）
8月底，來自國外馬來西亞，國內西安、武
漢、南昌、福州、合肥、蘭州、鄭州、南京、
昆明等省會城市絲綢界專家、學者、客商雲聚
河南省魯山縣產業集聚區，出席「絲路源頭魯
山絲綢」研討及河南愛絲妮科技集團電商發展
座談會。

大馬拿督出席「絲路源頭魯山絲綢」研討
馬來西亞拿督(對該國有特殊貢獻的皇室成
員)華裔李建驊先生率團親臨魯山縣產業集聚
區，其控股的維特控股集團旗下360家會員單

位出席，線上線下現
場採購魯山柞蠶絲綢
產品。山城魯山也再
現昔日絲路源頭商賈
雲集、自由市貿的盛
唐盛況。
中共魯山縣委書記

楊英鋒在致辭中表
示：「魯山縣文化底
蘊厚重，柞蠶養殖、
絲綢文化源遠流長。
魯山還是牛郎織女愛
情傳說發源地，我們
將舉全縣之力，通過
策劃實施魯山花瓷小
鎮、魯山牛郎織女文
化產業園、魯山家紡

產業園等文化旅遊項目建設，打造以三都一地
(美麗魯山、智慧之都，名窯之鄉、花瓷之都，
柞蠶之鄉、絲綢之都，牛郎故里、愛情聖地)為
核心的魯山文化旅遊產業品牌。」
魯山柞蠶絲綢是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曾

一度瀕臨傳承乏人的窘境。近年來，受益「一
帶一路」倡議的鼓舞，魯山絲綢藝人發揚工匠
精神，終使魯山綢重放異彩，近年來魯山綢頻
頻在國內絲織品展覽會上亮相。國家絲綢協會
會長楊永元評價魯山綢「國內首屈一指，要繼
續發揚」。
據悉，維特控股集團在馬來西亞創設「春秋

戰國」火鍋連鎖店，在每家連鎖店內均設置
「魯山絲綢」專館，馬國民眾為一睹魯山綢真
容每每使該連鎖店日日爆滿，魯山絲綢-柞蠶絲
綢已成為馬來西亞上流社會追捧的奢侈品。
魯山縣地處伏牛山東麓，是黃河、淮河、長
江三大流域的交匯地，獨特的地理位置、無可
比擬的自然環境優勢，使其成為不事張揚、耐
旱耐瘠的柞樹適宜生長地。
據史料記載，魯山先民種柞養蠶繅絲織染，

在周代已成為王侯子爵的高貴衣料。西漢時，
魯山柞蠶絲及織物從魯山進長安、洛陽，張騫
攜魯山綢出使西域，使之作為中西通好的紐帶
和大漢特產享譽西域。東漢光武帝劉秀建都洛
陽，官府將柞蠶卵發放給百姓放養，倡導柞蠶
生產。唐開元24年，魯山縣令元德秀攜伶人着
魯山綢到東都五鳳樓獻演，得到玄宗和楊貴妃
的嘉獎。自此，薄如蟬翼的魯山綢便因「盡日
君王看不足」而成為宮中珍品，更使文人騷客
不吝筆墨對其讚譽有加。
民國四年，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萬國商品博

覽會上，魯山綢作為中華帝國特色商品參展，
被萬家客商譽為「仙女織」，魯山綢一舉獲得
金獎，更為英國女王伊麗莎白青睞，成為其加
冕或參加盛典的必備服飾。
酒香不怕巷子深，牆內開花牆外香。魯山

綢以其色澤柔和、絲縷勻稱、綢面密實、吸
濕透氣、親膚細膩、抑菌防腐，挺括下垂和
著一色五彩斑斕的特點獲得與會者的一致讚
譽。

■國內外客商參觀「魯山綢」的生產線。 本報河南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河南
報道）第二屆國際民航組織航空貨運
發展論壇日前在鄭州開幕，絲路基金
有限責任公司監事會主席楊澤軍出席
論壇並作特別發言。
他表示，絲路基金是中國為支持

「一帶一路」建設而設立的中長期開
發投資基金。成立三年來，絲路基金
已簽約20餘個項目，承諾投資金額
80餘億美元，所涉及的總投資額900
多億美元。投資覆蓋俄蒙中亞、南
亞、東南亞、西亞北非及歐洲等地區
的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業合作、
金融合作等領域。

彌補海陸絲路短板
楊澤軍表示，近幾年，「一帶一
路」建設取得了豐碩成果，而設施聯
通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工作之

一，空路聯通是設施聯通的重要組成
部分，能有效彌補海上絲綢之路、陸
上絲綢之路的短板。
楊澤軍續指，「一帶一路」倡議

使航空貨運發展的聯通性和供應鏈不
斷完善，全球貿易自由化環境不斷改
善，國際航空貨運行業必將迎來快速
發展。他指出，航空貨運業是「一帶
一路」建設的重點領域之一，也是絲
路基金積極探索的投資領域。在國際
航空貨運基礎設施建設、航空貨運裝
備製造以及金融合作方面都有合作空
間。
據了解，「一帶一路」沿線機場

建設開發和升級改造需求巨大。
「併購航空公司、參股物流倉儲公
司、參與飛機金融租賃和民航相關領
域的產業投資基金等也存在投資合作
的機會。」楊澤軍說。

絲路基金研投航空貨運領域

■絲路基金
有限責任公
司監事會主
席楊澤軍出
席論壇並作
特別發言。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付銳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