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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9月24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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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重要數據公佈
九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八月份新屋銷售 (單位)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
九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九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九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八月份耐用品訂單
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 (修訂)
九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八月份個人收入
八月份個人開支
九月份密歇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131.0
63.0 萬

-
-
-

20.9 萬
+ 1.8%
+ 4.3%

-
+ 0.4%
+ 0.3%
100.5

133.4
62.7 萬

111.6
+ 5.6
- 1.9

20.1 萬
- 1.7%
+ 4.2%
+ 2.0%
+ 0.3%
+ 0.4%
100.8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9月17日 -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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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無重要數據公佈

八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八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
八月份建屋動工 (單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八月份二手房屋銷售 (單位)
八月份領先指標
八月份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 2.0%

+ 2.4%
+ 2.9%
128.2 萬
20.1 萬
534 萬
+ 0.4%
68 億

+ 2.1%

+ 2.3%
+ 3.1%

117.4 萬
20.4 萬
534 萬
+ 0.7%
2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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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生活服務電子商務平台美團點評
(3690)上周四掛牌，首日升幅達半成。市場
關注新經濟股的盈利前景，美團創辦人王興
表示，過去三個月外賣送餐服務的市場佔有
率上升，相信業務接近收支平衡。另外，公
司表示會與主要股東騰訊(0700)加強合作。

看好美團吼購輪11454
美團窩輪成交活躍，條款方面主要分為換
股比率10對1及100對1。10對1的普遍於
明年3至4月到期，行使價及實際槓桿較
高，窩輪價格亦偏高。至於100對1的則普
遍於明年底才到期；窩輪價格較低，部署上
較靈活。如看好美團，可留意換股比率10
對 1的美團認購證(11454)，行使價 89.88
元，明年3月到期，實際槓桿3倍以上。另
外，可留意換股比率100對1的美團認購證
(11457)，行使價69元，明年12月到期，實
際槓桿2倍。
騰訊連續十個交易日進行回購，動用的
資金突破3億元。如看好騰訊，可留意騰
訊認購證(27995)，行使價368.2元，明年1
月到期，實際槓桿9倍。另外，可留意騰
訊牛證(57793)，收回價300元，實際槓桿
11倍。
不過，有報道指，騰訊音樂於美國上市集
資的金額可能會減半至20億美元；而股價
升至330元亦開始遇阻力。如看淡騰訊，可
留意騰訊認沽證(28375)，行使價293.68元，
明年3月到期，實際槓桿6倍。

舜宇博彈看好捧26843
有大行大削舜宇光學(2382)目標價至100
元以下。該大行指，舜宇的車載鏡頭業務面
臨下行風險，亦看不到手機攝像模組業務有
復蘇跡象；將舜宇今後三年的每股盈利預測
最多下調接近兩成。
舜宇上周五急跌半成，失守十天及廿天移
動平均線。如看好舜宇出現技術性反彈，可
留意舜宇認購證(26843)，行使價110元，明
年2月到期，實際槓桿4倍。
本資料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持牌人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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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熊證屬無抵押結構性產
品，構成本公司（作為發行人）而非其他
人士的一般性無抵押合約責任，倘若本公司
無力償債或違約，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部分
或全部應收款項。過往的表現並非未來表現
的指標。認股證/牛熊證價格可跌可升，並
可在到期時或到期前會變成亳無價值，引致
投資全盤損失。

靈活投資亞洲 捕捉長線機遇

誠如筆者於9月10日的文章指出，
基本因素不穩是造成新興市場貨

幣貶值的主因。相較部分拉丁美洲或
東歐國家，韓國、中國、泰國、新加
坡等地通貨膨脹仍溫和、區內央行之
貨幣政策亦較具彈性、加上外匯儲備
較多和有經常賬盈餘，能強化區內資
產的抗跌能力。
自8月新興市場危機至今，MSCI亞

太（除日本）指數回報仍優於MSCI新
興市場指數約1.2%，反映區內資產的
表現相對穩定。

估值及股息率吸引
亞洲股市近月已調整不少，估值漸

具長線吸引力。截至9月20日，以12
個月預期市盈率計，亞太（除日本）
股市約 12.3 倍，低於美股之近 17

倍。
另外，彭博數據顯示，本年亞太區

（日本除外）股票的每股盈利增長預
測為13.4%，MSCI亞太（除日本）指
數的股息率則約3%，較MSCI美國指
數的1.9%及MSCI世界指數的2.5%要
高；反映區內企業盈利及派息能力穩
健，有利長線投資。
另一方面，預期美國經濟中線仍有良

好表現，第三及四季度國內生產總值
（GDP）料達 3-3.5%。前周五（14
日）公佈之9月份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
心指數亦升至100.8，是14年多來第二
高。
此外，消費者7月個人收入及開支分

別按月升0.3%及0.4%。在美國經濟勢
頭良好，及區內消費者支出穩步增長
的帶動下，將為以出口為主的亞洲國
家的經濟帶來支持，令相關資產受
惠。

靈活投資區內資產
由於強美元及環球貿易戰持續等因

素，令亞洲股債市場短期顯得波動；投
資者宜採取「攻守兼備」的策略，分散
投資於不同亞洲地區的各類資產，以捕
捉長線股息回報及升值潛力。
例如施羅德亞洲高息股債基金，其

最大特色是可按照不同經濟周期及市
況，靈活調整組合內之各類資產比
重，現時主要投資於高息亞洲股債
（分別佔約55%及33%）。
富達亞太股息基金亦是另一選擇，

主要投資於中國（29.7%）、澳洲
（18.4%）、台灣（11.5%）、香港
（10.6%）及韓國（10.2%）等地區之
財政狀況和現金流穩健，並具有增長
潛力的亞洲企業。兩隻基金均設每月
派息單位，年息率分別達 5%及
2.4%。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近月新興市場持續受「強美

元」吹襲，土耳其及阿根廷先

後出現貨幣危機。不過，兩國

經濟規模較細，加上央行救市措施初見成

效，對整體新興市場的影響未如想像中嚴

重。雖然亞洲資產價格亦受到波及，但經過

一輪調整過後，反而出現投資機會。

英國退歐磋商受挫 金價高位回落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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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周二決定對原產美國約600億美元的
進口商品加徵關稅，以報復美國周一宣佈的對
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稅10%，雙方最新關
稅措施都將於本周一生效。由於最新一輪中美
互徵關稅沒有市場預期的那麼嚴重，最終關稅
是在5%-10%的區間，低於市場先前憂慮的水
平，因此避險情緒有所減弱。美元先升後回
跌。
中國總理李克強周三表示不搞人民幣競貶，

更是提振了匯市信心，人民幣實現兩日連升。
本周將聚焦美聯儲議息會議，路透最新調查顯
示，接受訪問的113位分析師全部預計美聯儲
將在9月25日至26日的會議上升息。美聯儲
利率決議將於香港時間周四凌晨2點公佈。
倫敦黃金方面，金價上周五曾一度升見至一
周高位1,211美元，因中美貿易戰全面爆發的
擔憂消退，令美元走軟。美元指數跌至
93.81，創下近三個月最低水平。
金價自4月觸及的高點已跌逾11%，受到中

美貿易糾紛不斷升級以及美國利率上升的拖
累。
上周五晚，英國首相文翠珊稱歐盟必須提交

英退協議的替代方案，英鎊和歐元顯著回落，
推動美元回升，金價則一度回挫至1,192美元
水平。

上升受阻1206美元
走勢可見，近四個多月以來，金價的上升亦

受阻於50天平均線，目前處於1,206美元；此
外，近月的區間頂部為1,214美元，預料需升
破上述兩組區域才有望金價繼續有上升動力。
較大阻力料為1,221美元。
以最近一輪的累計跌幅計算，38.2%的反彈
水平為1,238美元，擴展至50%及61.8%則為
1,262美元及1,288美元。至於下方支持則回看
1,202及1,193美元，近月窄幅爭持的區間底部
1,182水平，需慎防若金價一旦下破此區將引
發新一輪跌勢。
倫敦白銀方面，走勢見銀價正在測探近期的
橫盤區間頂部14.30水平，另外，過去兩個多
月來，銀價持續受壓於25天平均線，目前25
天線處於14.38美元，若後市銀價終可上破，
可望擺脫此段期間的下跌態勢。
較大阻力料為14.60及15.00美元。至於上

周低位13.90美元仍會備受關注，若然失守則
銀價弱勢料仍會延續，下方較大支撐料為
13.60美元。

溫 傑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

中國酵素城發佈首款自主創新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瑜、李陽波、張仕珍渭南報道）作
為目前中國唯一的國家級生物發酵產業特色區域，位於陝西渭
南的中國酵素城日前舉行酵素文化與新品發佈會，正式推出首
款自主創新產品枸杞酵素。

明年銷售額料破十億
渭南市經開區管委會副主任段宏偉表示，隨着這款大健康產
業標誌性產品成功上市，中國酵素城預計今年整體銷售額將達3
億元(人民幣，下同)，明年料將突破10億元。
近年來，在全民健康理念的推動下，酵素產品迅速風靡全

國，年產值達數百億，且每年以15%的迅度增長。依託豐富的
農產品資源，2016年，陝西省渭南市經開區聯合中國生物發酵
產業協會共同開建首個中國酵素城。截至目前，已吸引來自日
本、韓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60多家企業入駐，形成以中
國酵素館、中國酵素城應用研究中心等為核心的產業園區，以
及集研發、生產、檢測為一體的酵素產銷體系。
據渭南伊品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叢貴江介紹，此次推
出的伊品嘉枸杞酵素產品，原料全部來自青海柴達木盆地，具
有原生態、純天然、無污染等特點。
中國生物發酵產業協會酵素分會專家帶頭人、齊魯工業大學
生物工程學院院長劉新利表示，酵素產品的獨特功能和產業理
念，與國家目前推廣的全民健康和大健康產業的發展思路不謀
而合。酵素產品的推廣過程也是全面健康科普的過程，隨着大
健康時代的到來，酵素產業的發展前景可期，未來將形成千億
級產業集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泰州報
道）第九屆中國(泰州)國際醫藥博覽會日
前在位於江蘇泰州舉行，期間30個重大
醫藥項目正式簽約落戶中國醫藥
城，總投資67.4億元（人民幣，下
同）。
同時，泰州方面宣佈，對前來創新

創業的頂尖人才團隊給予最高1億元
的項目資助，特別優秀的上不封頂。
由江蘇省政府主辦、科技部等8個部
位共同支持的泰州醫博會，是中國生
物醫藥行業規模最大和最為權威的展
會之一。
泰州市委書記韓立明說，本屆醫博

會國際化程度更高、學術影響力更
大，參展企業達1,010家，其中包括

230家國際企業，帶來了一大批醫療行業
和生物醫藥領域的核心技術和高端產
品。

30醫藥項目落戶中國醫藥城

川雅安借「西博會」引資286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成都報道）第十七屆中國西部國
際博覽會前夕，四川省雅安市在成都舉行專題投資推介會，共
推出181個重點招商引資項目，成功簽約項目45個、總投資達
286億元（人民幣，下同）。
其中，四川雅安還與中國軟件與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中
國聯通四川省分公司、四川廣電網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發展
（控股）有限責任公司簽署合作協議，上述企業將投資66億元
在雅安建「川西大數據產業園」。
川西大數據產業園規劃面積2.65平方公里，可容納服務器
210萬台，定位服務四川及西南地區信息化的「超大規模數據
中心」。目前，川西大數據產業園工程已開工建設，一期工程
將於2019年1月完工，屆時可先期容納52,000台服務器。
第十七屆「西博會」於9月20日至24日在成都舉辦，主賓
國為意大利，輪值主席單位為重慶市。展覽總面積約26萬平
方米，參會參展的國家和地區總數約90個。

■渭南與酵素文化暨伊品嘉產品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