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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 1.2850 水

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195至1,215

美元之間。

紐
約
期
油
升
幅
擴
大

加
元
偏
強

美元兌加元上周早段受制1.3065附近阻力
後走勢偏弱，上周尾段連日在1.2885附近獲
得較大支持，本周初曾反彈至1.2945附近。
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二公佈7月份製造業銷售按
月攀升0.9%，連續3個月上升，同時部分投
資者對美加兩國就新的北美自貿談判的最終結
果仍然樂觀，加上美元指數上周早段表現偏
軟，該些因素迅速引致加元連日走勢偏強，美
元兌加元一度失守1.29水平。

經濟增長改善利好加元
加拿大上周五公佈7月份零售銷售值按月掉
頭上升0.3%，較6月份的0.1%跌幅迅速改
善，加上7月份製造業銷售表現偏強，不排除
加拿大6月份經濟出現停滯之後，本周五公佈
的7月份經濟增長將呈現改善，對加元構成支
持。雖然加拿大8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為
2.8%，稍遜於7月份的3%水平，不過依然是
位於央行1%至3%通脹目標範圍的高端，而
紐約期油上周早段企穩每桶68美元水平後反
覆上揚，本周初更觸及72美元水平兩個多月
高位，升幅有進一步擴大傾向，將有助提高加
拿大央行10月24日政策會議上的加息機會，
限制加元回落幅度。預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
低至1.2850水平。
上周五紐約12月期金收報1,201.30美元，
較上日下跌1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五受制
1,211美元附近阻力後走勢偏軟，跌穿1,200美
元水平，本周初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1,194至
1,199美元之間。美元指數上周五出現反彈，
重上94水平，加上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近日
升幅擴大，有逼近3.10%水平傾向，引致現貨
金價上周尾段未能持穩1,200美元之上。不過
市場等候美國聯儲局本周三晚公佈會議結果之
際，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195至1,215
美元之間。

貿戰走資 市場對新興債過度悲觀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
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經理人麥可．
哈森泰博表示，隨着八月引發市場動
盪的來源如土耳其和南非資產的反
彈，再加上美元指數回落，均有助於

資金重回評價面便宜的新興國家資
產。

待利好湧現 資產將回揚
以基本面而言，新興國家不論是經

濟增長、外匯存底、經常賬狀況多已
較歷史危機時優異，顯示市場對新興

債的過度悲觀，只要有反轉契機出
現，均有利於匯債資產回揚。
富蘭克林坦伯頓多空策略基金經理

人布魯克斯．里奇表示，歷史上，股
票和債券為構成投資組合的主要成
分，因為投資者相信當股票價格上漲
時，債券價格通常會下跌。
然而，當市場波動極大時，股票
和債券通常有往同一方向發展的趨
勢，而在面對市場下跌環境且殖利
率走升時，對沖策略將可平衡股債
同步走跌的風險，因為與債券相
較，對沖策略與殖利率呈現正相關，
利率走高反而有利其表現，而與股票
相較，傳統股票基金只能純粹做多或
提高現金部位作為防禦，對沖策略可
以放空部分標的，因此可降低損
失，創造較低波動度和長期較佳的
報酬表現。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中貿易衝突增溫是債匯市經理人對於風險

的最大疑慮，也牽動着對於資金外流新興市場

的憂慮，兩者合計顯示有高達68%的經理人對

此感到擔憂，導致新興市場債匯市的多單同步下降，而經理人

評估新興市場貨幣秋季出現反彈的可能原因，38%的經理人

認為這將視美國聯儲局是否淡化鷹派氣息或者美國經濟出現放

緩跡象，帶動美元走弱，29%的經理人認為觸媒可能是來自

於貿易戰言論緩和。 ■富蘭克林投顧

退歐磋商進展仍主導英鎊走勢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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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獲見支撐，市場人士普遍預期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本周將會升
息，同時貿易戰擔憂抑制了投資者的
風險偏好。中美周一互相徵收新的關
稅，美國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
10%的關稅，以及中國對600億美元美
國商品徵收報復性關稅生效。新關稅
生效之後不久，中國國務院發佈《關
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
白皮書，譴責美國的「貿易霸凌主
義」行為，但中國願意在平等、互利
前提下，與美國重啟雙邊投資協定談
判，適時啟動雙邊自貿協定談判。然
而，周末華爾街日報(WSJ)援引消息人
士稱，中國已取消與美國即將舉行的
貿易談判，本周不會派遣國務院副總
理劉鶴前往華盛頓。受中美貿易緊張
局勢升溫影響，市場風險偏好備受抑
壓。

美元指數走勢，圖表所見，RSI及隨
機指數自超賣區域回升，但若未能扳
回94.80-95區域，則尚未擺脫近期的下
跌趨勢；94.80為起延自八月份的下降
趨向線，95水準則為50天平均線所在
位置；預估較大阻力可參考本月初高
位95.74。下方支持會留意上周險守著
的93.80水平；倘若以自四月啟始的累
積升幅計算，50%及61.8%的回調幅度
會分別看至93.10及92.20水準。

能否扳回1.3180關鍵
英鎊兌美元方面，繼上周五英鎊大

挫近200點後，周一稍作喘穩，重返
1.31水平上方，英國脫歐事務大臣拉布
(Dominic Raab)關於仍有可能與歐盟達
成脫歐協議的講話助益英鎊。拉布表
示，他相信英國將取得進展，最終與
歐盟達成退歐協議。上周五英國首相
文翠珊稱和歐盟的退歐談判陷入僵
局，促使英鎊創下年內最大單日跌

幅，最低觸及1.3053。
技術圖表所見，英鎊兌美元上周已

告初步跌破起延自月初的上升趨向線
1.3180，若短線匯價未能扳回此區之
上，預料仍會有進一步下調壓力。以8

月15日低位1.2660至上周高位1.3297
的累計漲幅計算，38.2%調整幅度為
1.3050，接近於近兩個交易日之低位，
亦即會視為即市較近支持參考；進一
步擴展至50%及61.8%的回調幅度將會
看至1.2975及1.29水平。估計較大支
撐則會回看月初低位1.2783。向上較
大阻力料為1.33及及7月份高位1.3360
水平。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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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批發物價指數月率：前值持平
8月批發物價指數年率：前值3.5%
9月製造業商業景氣指數：預測109.0，前值110.0
7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價月率：前值0.2%
7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價年率：前值6.5%
7月標普/CASE-SHILLER20個大都會地區經季節調整房價月率：
預測持平，前值0.1%
7月標普/CASE-SHILLER20個大都會地區未經季節調整房價月
率：預測0.5%，前值0.5%
7月標普/CASE-SHILLER20個大都會地區房價年率：預測6.2%，
前值6.3%
9月世企研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32.0，前值133.4
9月烈治文聯邦儲備銀行綜合製造業指數：前值正24
9月烈治文聯邦儲備銀行服務業指數：前值正31

經理人年底前最大擔憂
看法

貿易衝突情勢惡化

新興市場資金外流

意大利動盪、英國退歐、美國
中期選舉、油價上漲等

資料來源：美銀美林證券

比率

4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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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興瀘水務（2281）昨
宣佈，公司與威遠清溪水務股東訂立股
權轉讓協議，興瀘水務以3,757萬元
（人民幣，下同）的代價，從威遠清溪
水務股東收購威遠清溪水務60%股權。
同日，興瀘水務亦與威遠城市供排水安
裝工程有限公司股東訂立股權轉讓協
議，以1,759萬元的代價從威遠安裝公
司股東收購威遠安裝公司60%股權。
據悉，威遠清溪水務為一家於2004

年12月30日於內地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威遠清溪水務目前於威遠縣管理三
間水廠，每日總設計產能達82,000噸，
每日售水量達35,000噸。威遠安裝公司
為一家於2007年11月5日於內地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威遠縣供水
網絡及水錶安裝工程的維護。

內地污水處理市場需求巨
興瀘水務管理層表示，隨着內地城鎮

化進程加快，城市用水量逐年上升。中
國城市供水和污水處理市場需求潛力巨
大，水務行業重要地位日益突顯，公司
將牢牢把握水務行業發展的機遇，而此
次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與公司在四川省
擴大商機的業務策略一致。鑒於目標公
司為威遠縣的唯一供水企業，故此次交
易有助提升公司於行業內的地位，並有
助於發揮地區重大影響力，同時符合公
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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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
南報道）2018首屆中原文化旅遊
產業博覽會「一帶一路」國際採
購洽談會日前在河南洛陽市召
開，來自西班牙、意大利、法
國、美國、澳大利亞、俄羅斯、
烏克蘭等歐美國家和埃及、土耳
其、巴基斯坦、尼泊爾、馬來西
亞等「一帶一路」沿線30個國家
100家國際採購商參加洽談會，
並組織具有中原地區文化特色的

180餘家重要旅遊商品生產商和
經銷商參與對接，現場共達成採
購合作意向36個，總金額達4.3
億美元。
本次洽談會以「投資與貿易、

合作與發展」為主題，圍繞文化
旅遊產業發展，以雙向互動、互
惠互利、增強河南與「一帶一
路」沿線地區產業合作為目標，
增進了解、開放合作。洽談會
上，河南有關地市重要旅遊商品

生產商和經銷商進行現場推介。
為期3天的首屆中原文化旅遊

產業博覽會，以「創新、融合、
共贏、發展」為主題，致力搭建
中原經濟區文化旅遊產品展示、
研發、交流、交易的綜合平台，
展覽面積3萬平方米，設置有出
彩中原展區、省轄市精品展區、
博物館之都(文博)展區、全域旅遊
展區、「一帶一路」(國際)展區等
13個主題展區和服務功能區，
1,000餘家文化旅遊企業參展，滿
足遊客和市民的觀賞、採購需
求。

30國100採購商參加「帶路」洽談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
道）為應對全球能源變革而誕生的
「虛擬電廠」正在從構想變為現實，
國家電網公司21日在京舉辦的「能源
轉型」高端論壇暨國際標準創新基地
授牌儀式上披露，由其主導發起的兩
項「虛擬電廠」標準近日獲得國際電
工委員會（IEC）批准立項，成為IEC
在虛擬電廠領域立項的首批國際標
準。國家電網董事長舒印彪表示，分

佈式能源使得並網主體既是發電方、
又是用電方，電網運行的複雜性、不
確定性顯著增加，「虛擬電廠」將為
破解清潔能源消納和綠色能源轉型提
供解決方案。
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介紹說，「虛

擬電廠」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發電廠，而
是相當於一個電力「智能管家」。能在
光伏等分佈式能源有間歇性時，通過儲
能裝置把它們組織起來，形成穩定、可

控的「大電廠」，便於處理與大電網之
間的各種關係。
國家電網公司董事長舒印彪也指出，
打造新一代電力系統是能源轉型的基礎
保障。過去十年，中國風電、太陽能發
電裝機年均增長44％和191％，遠高於
全球平均增速，但風能、太陽能等隨機
性、間歇性和波動性特徵，大規模、高
比例接入將給電力系統平衡和電網安全
運行帶來一系列挑戰。

內地制定「虛擬電廠」國際標準

■首屆中原文
化旅遊產業博
覽會促進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交流
與合作。
本報河南傳真

■「能源轉型」高端論壇暨國際標準創新基地
授牌儀式現場。

■評價面便宜的新興市場，待契機出現，將
可吸引資金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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