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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10月2日-5日)

日期
2
3

4

5

國家
歐盟

美國
澳洲

美國

澳洲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6:00 PM
6:00 PM
10:00 PM
9:30 AM
8:30 PM
10:00 PM
9:30 AM
3:00 PM

8:30 PM

報告
八月份歐元區生產物價指數#
八月份歐元區零售額#
九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八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澳元)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八月份工廠訂單
七月份零售額
八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九月份失業率
九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八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美元)

預測
-
-
58.2
-

21.0 萬
+ 1.8%
-
-
3.8%

+ 18.4 萬
526 億

上次
+ 4.0%
+ 1.1%
58.5

14.25 億
21.4 萬
- 0.8%
+ 0.3%
+ 3.0%
3.9%

+ 20.1 萬
501 億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9月24日-28日)

24

25

26

27

28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日本
德國

美國

歐盟

德國

美國

歐盟
美國

7:50 AM
3:00 PM

10:00 PM

6:00 PM

3:00 PM

8:30 PM

6:00 PM

8:30 PM

10:00 PM

無重要數據公佈
八月份企業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八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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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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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九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 1.3%
+ 3.8%
138.4
62.9 萬

110.9

+ 4.7

- 2.9
+ 2.3%
21.4 萬
+ 4.5%

+ 4.2%

+ 2.1%
+ 0.3%
+ 0.3%
60.4
100.1

+ 1.1%
+ 3.5%
134.7
60.8 萬

111.6

+ 5.6

- 1.9
+ 2.0%
20.2 萬
- 1.2%

+ 4.2%

+ 2.0%
+ 0.3%
+ 0.4%
63.6
100.8

R
R

R
R

健康護理基金長線看俏

美國退休人
員 協 會

（American As-
sociation of Re-
tired Persons）推
算，2030年全球
將有超過10億人
為 65 歲以上長
者。全球人口老
化加上人口平均

壽命延長（香港女性平均壽命達87.7歲，
男性亦有81.7歲）， 對健康護理行業增
長提供支持。已發展國家例如美國，預期
於2024年其聯邦醫療保險的年度開支達
8,660億美元，較2015年急增逾64.3%。

醫療開支增加利行業發展
此外，發展中國家中產崛起，令可支配

收入增加，預期對醫治年老及慢性疾病
（例如心血管、癌症及糖尿病）需求
更為殷切。同時，基因作圖（Gene
Mapping）及免疫療法等生物科技近
期發展迅速，令藥物開發周期及成本

大幅下降。加上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近年亦促進新藥的快速審批，於
上年批出46種新藥，為20年來最多，有
助藥廠提高未來盈利能力。而美國稅改法
案提供之稅務優惠，可望帶動大型生物科
技公司將海外盈餘匯回美國，並投入於產
品研發及併購，有利行業長遠發展。

穩定派息 板塊攻守兼備
現時健康護理板塊除多涉及有穩定派息

的公司，例如藥業股外，亦有不少具高增
長潛力的生物科技公司，具防守特性之餘
同時提高板塊潛在回報。自2008年至今，
MSCI 世 界 醫 療 保 健 指 數 回 報 近
183.3% ，遠高於公用、通訊及必需消費
品（分別為約20.6%、43.4%及122.4%），
可見生物科技發展能為傳統健康護理行業
創造長期增長。
另一方面，於2008年金融海嘯時，MS-

CI世界指數跌幅逾40%，但MSCI世界醫
療保健指數只跌約21%，可見行業之抗跌
力優於大市。
隨着聯儲局已於上周四（27日）加息

0.25厘，光大新鴻基預計12月仍會加息一
次，利率持續上升及貿易戰持續，後巿難
免波動。仔細審視自1962年以來的加息周
期，全球健康護理板塊的平均回報，往往
優於前述的傳統防守型板塊。
策略上，可適量投資於相關主題基金，

同時捕捉行業的長遠發展潛力。例如駿利
亨德森環球生命科技基金，主要投資於美
國之生物科技(33.6%)、藥物(32.7%)、及
醫療健康護理服務(31.9%)。
若投資者特別看好生物科技前景，則可

考慮富蘭克林生物科技新領域基金，主要
投資於美國的生物科技公司。截至9月27
日，兩隻基金年初至今回報分別約18.1%
及6.3%。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隨着全球人口增加和平均壽命延長，市場對健康護理產品及服務需求持續上升。而得益於

生物科技進步，醫治癌症和年老相關的慢性疾病之藥物療效亦大幅改善，令相關基金近期表

現突出。考慮到其具抗跌力的特性，在環球股市日趨波動之際，成為不錯的投資選擇。

石藥上季跌近3成 看好吼購輪11342
動向輪證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聯席董事 葉滙豪

中美貿易糾紛沒完沒了，港股投資氣氛
受影響。恒生指數於第三季曾跌至約26,200
點，為逾一年低位。到季尾始有比較利好的
消息：富時羅素宣佈納入A股之際，MSCI
亦考慮擴大A股於指數的權重。另外，美國
聯儲局9月再加息四分一厘；本港銀行相隔
十二年以來，上調最優惠利率，支持銀行股
造好。總結第三季，恒指跌約一千點。如看
好恒指回升，可留意恒指認購證(26651)，
行使價28,600點，12月到期，實際槓桿15
倍。如認為大市有機會繼續向下，可留意恒
指認沽證(27296)，行使價26,800點，明年2
月到期，實際槓桿8倍。
受內地加強遊戲監管拖累，騰訊(0700)上

季大跌近兩成。惟騰訊上月開始連番回購，
動用的資金已達5億元。如看好騰訊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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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倍。

看好美團留意購證11455
美團點評(3690)公佈上市後首份中期業
績。截至六月底，半年虧損287億元人民
幣，按年大增一倍。經營虧損亦達39億元
人民幣。仍未止損的情況下，公司向市場提
供遠景。上半年其平台之總交易金額按年增
長55%至2,319億元人民幣。交易用戶總數
增長三成至3.5億。在窩輪市場，過去五個

交易日有2,000萬元資金流入其認購證。如
看好美團，可留意美團認購證(11455)，行
使價78.88元，明年3月到期，實際槓桿3
倍以上。
受藥品降價拖累，藍籌石藥(1093)上季累

跌近三成。石藥本身業績理想，中期純利按
年增長逾四成，至18.5億元。創新藥之收
入按年增長65%。公司最新公佈，與美國
生物醫藥公司Verastem訂立獨家產品特許
及合作協議，開發及商業化抗腫瘤藥物
COPIKTRA。如看好石藥，可留意石藥認
購證(11342)，行使價19.02元，明年3月到
期，實際槓桿4倍以上。
第三季逆市造好的藍籌包括中期業績理

想的平保(2318)及受惠國際油價上升的中海
油(0883)。如看好平保，可留意平保認購證
(27784)，行使價86.71元，12月到期，實際
槓桿12倍。如看好中海油，可留意中海油
認購證(11349)，行使價18.38元，明年3月
到期，實際槓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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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 傑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

美加達成協議 加元走高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加元大幅上漲，受益於加拿大和美國就修
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達成框架協
議。美加兩國達成的協議，當中包含加拿大
開放美國農戶的乳製品准入，同時達成附帶
協議，限制加拿大對美國的汽車出口。美元
兌加元周一觸及1.28下方四個月低位。

加國央行料將持續加息
另外，在利率前景方面，加拿大央行總裁
波洛茲上周表示，央行將繼續逐步升息，強
調經濟雖存在不確定性，但央行並不打算聽
任通脹動能積聚。央行自2017年7月以來已
升息四次，多數市場人士預測會在10月24
日再度升息。波洛茲表示，雖然央行並不確
切知道經濟會走到哪裡，但不能把這當作不
行動的理由。
技術走勢所見，MACD下破了訊號線，10

天平均線亦已下破25天平均線，形成利淡交
叉，示意匯價有繼續下探的傾向。
另外，延伸自 4 月的上升趨向線位於

1.2920，估計若匯價繼續持於此區下方，將

更為加劇美元跌勢。以自 1月 31 日低位
1.2246至6月27日高位1.3385的累計漲幅計
算， 50%及61.8%的回吐水準為1.2810及
1.2670 水平。較大支撐可參考 4 月低位
1.2522。至於上方阻力則預計在1.29及100
天平均線1.3050，在近月來此指標均是美元
兌加元走勢的分界線；估計較關鍵的阻力則
為1.33關口。

歐元受困意國赤字升高
歐元兌美元周初承壓，意大利政府同意設

定高於預期的預算赤字目標後，對該國赤字
升高的疑慮壓抑歐元。此外，有報道稱，歐
盟執委會料將在11月否決意大利的預算提
案，並於2月啟動一項針對意大利公共賬戶
的程序。
技術走勢所見，上方阻力料為1.18水準，
較大阻力見於250天平均線1.1905以至1.20
關口。下方則會留意在9月險守着的1.15水
平，若跌破此區將形成一雙頂形態，下延目
標看至50個月平均線1.14及1.13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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