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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10月22日-26日)

日期
22
23
24
25
26

國家

德國
美國
日本

美國

香港時間
無重要數據公佈

3:00 PM
8:30 PM
7:50 AM

8:30 PM

10:00 PM

報告

九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九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九月份企業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九月份耐用品訂單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十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
62.5 萬

-
- 1.8%
21.1 萬
+ 3.3%
99.0

上次

+ 3.1%
62.9 萬
+ 1.3%
+ 4.5%
21.0 萬
+ 4.2%
99.0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10月15日 -19日)

日期

15

16

17

18

19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美國

英國

美國

歐盟

英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8:30 PM
10:00 PM
4:30 PM

9:15 PM

6:00 PM

4:30 PM

8:30 PM
4:30 PM

8:30 PM

4:30 PM
10:00 PM

報告
九月份零售額
八月份商業存貨
十月份失業率
九月份工業生產
九月份設備使用率
九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九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九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
九月份建屋動工(單位)
九月份零售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九月份領先指標
九月份公共財政赤字 (英鎊)
九月份二手房屋銷售(單位)

結果
+ 0.1%
+ 0.5%
4.0%
+ 0.3%
78.1
+ 2.1%
+ 2.2%
+ 3.1%
120.1 萬
+ 3.0%
21.0 萬
+ 0.5%
41 億
515 萬

上次
+ 0.1%
+ 0.7%
4.0%
+ 0.4%
78.1
+ 2.0%
+ 2.4%
+ 2.9%
126.8萬
+ 3.5%
21.5 萬
+ 0.4%
68 億
533 萬

R

R

R

R

美股審慎樂觀 亞洲重現投資價值

前周美股急跌，十年期債息曾急升至近
3.25厘之7年高位，加上衡量股市波

動的VIX指數亦曾急升至近25之水平，難
免令人擔心美股前景。光大新鴻基認為，
美國股債同時下跌，主因在於巿場擔心美
國於11月6日舉行之中期選舉結果，及中
美貿易糾紛之不確定性。

政經局勢主導美股後市
若共和黨勝出中期選舉，並落實其較早

前提出之「稅改2.0」（永久寬減個人稅
率），將對美國經濟產生正面作用。相
反，若民主黨勝出，「稅改2.0」將面臨較
大阻力。隨着中期選舉臨近，市場對美國
經濟政策持續性憂慮日增。此外，為爭取
選票，美國總統特朗普更表示，可能對中
國加徵第三輪關稅。因此，在中期選舉完
結前，巿場避險情緒難免升溫。
不過，根據湯森路透的最新預測，標普
500成分股公司第三季度盈利較上年同期
仍有21.5%增長，反映中美貿易戰對企業
盈利暫無大影響。聯儲局上周公佈9月議
息記錄亦顯示，幾乎所有委員均認為美國

經濟基本因素仍然穩健。加上憧憬中美領
袖可能於11月尾舉行之G20峰會會面，為
雙方貿易摩擦尋找出路。光大新鴻基預
期，受前述因素影響，雖然美股短期仍會
較為波動，但貿易戰有望在G20峰會後稍
趨緩和，投資者暫不須對後市過分憂心。

亞洲經濟增長及估值佔優
另一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已發佈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
亞洲雖受到全球貿易壁壘及新興經濟體增
長下滑等風險影響，但亞洲（除日本）今
明兩年經濟增長分別達 6.5%及 6.3%
（表），為各主要經濟體之冠。此外，根
據IMF預測，亞洲人均收入增長處於全球
前列（今明兩年預計增長分別為5.6%及
5.4%），有助支持區內內需。
再者，區內央行貨幣政策較具彈性，匯

率亦較亞洲金融風暴時穩定，利好區內經
濟長遠發展。截至10月18日，以12個月
預期市盈率計，亞洲（除日本）股市只有
約10.8倍，較美股之近15.9倍吸引，可見
亞洲股市經過一段調整後，重現投資價

值。
展望第四季，美股暫時仍然可取，但投
資者亦可考慮分段重投亞洲市場。而採取
股債混合策略，以平衡風險及回報仍是首
選。若看好亞洲資產，可考慮摩根亞太入
息基金，主要投資於高息亞洲股債（分別
佔約60%及37%），基金經理亦可按照市
況，靈活調整股債比重。若對美股後市有
信心，則可考慮駿利亨德森平衡基金，主
力投資於美國股債（分別佔約 60%及
39%）。兩隻基金之最新美元每月派息單
位年息率分別約4.9%及4%。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上一季，多個不利因素（先有新

興市場貨幣危機、及後有英國脫歐

進程不順及意大利預算問題，加上

貿易戰白熱化）困擾環球股市。踏入第四季，連一

枝獨秀的美國亦罕見出現股債齊跌的局面。今期筆

者將簡單分析後市及分享本季投資策略，以協助投

資者在波動市況下，爭取回報。

避險情緒支撐金價走勢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上周全球避險情緒籠罩市場，受美國和
沙特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意大利預
算問題和中美貿易戰影響。中國第三季國
內生產總值(GDP)增速放緩至6.5%，為
2009年以來最慢，且低於預期，因應對債
務風險的行動及與美國的貿易戰拖累經
濟。美聯儲周三發佈的9月25日-26日政策
會議記錄顯示，聯儲決策者在進一步升息
的必要性上總體上仍保持一致，儘管美國
總統特朗普此前對加息提出了尖銳批評。
會議記錄確認到2019年底之前可能還要再
升息幾次，激勵美元兌主要貨幣上揚。
根據CME Group的FedWatch Tool，
利率期貨走勢顯示，美聯儲12月升息的
可能性為 83%，明年料將還會升息兩
次。此外，美國財政部在
半年度貨幣報告中未將中
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歐盟
抨擊意大利預算案違反規
定，重新引發對歐元區政
局緊張的擔憂。本周將迎
來備受關注的美聯儲經濟
褐皮書，歐洲央行和加拿
大央行將舉行政策會議並
公佈利率決定，此外有多
位主要國家央行官員發表
講話。經濟指標方面，有
美國第三季GDP、美聯
儲青睞的 PCE 物價指
數，及歐元區國家PMI
等重量級數據陸續登場。
倫敦黃金上周大致處於
窄幅橫行，政治和經濟憂
慮支撐着金價；然而，美
元強勢又壓制着金價升
幅。技術走勢而言，金價
在之前兩季跌近170美元
後，於第四季或可望迎來
反彈。圖形上金價已突破
六周多時間的橫盤局面，
周線圖亦見4周上破9周
平均線，MACD升破訊

號線，指示着金價的轉強傾向。250天平
均線目前位於1,277，視為一重要阻力參
考。另外，由4月中旬以來之累計跌幅計
算，38.2%的反彈幅度為1,238，50%及
61.8%則會達至1,262及1,287美元。支持
位則會關注月多以來守穩着的1,180美
元，較近支持則會看1,214及1,200美元
關口。
倫敦白銀方面，自9月下旬的反撲勢
頭，已突破起延自6月中旬的下降趨向
線，故預料於第四季有望延續。黃金比率
計算，38.2%的回升幅度為15.20，50%及
61.8%則為15.60及16.00美元。中期關鍵
將矚目於250周平均線17.00美元關口，
自2013年4月跌破此指標後，銀價一直
受壓於此指標下方。支持關鍵在2015年
底固守着的13.60，較近支持參考上升趨
向線14.25美元。

溫 傑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

今明兩年亞洲經濟增長
為各主要經濟體之冠

地區

美國

歐元區

日本

英國

加拿大

俄羅斯

亞太區(除日本)

拉丁美洲

中東及北非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光大
新鴻基，截至10月9日

預測

2018

2.9

2.0

1.1

1.4

2.1

1.7

6.5

1.2

2.4

2019

2.5

1.9

0.9

1.5

2.0

1.8

6.3

2.2

2.7

看淡短期後市 留意沽輪13237
透視輪證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聯席董事 葉滙豪
中美貿易戰對內地經濟的影響

似逐步浮現。內地上季經濟增長放
緩至6.5%，乃九年半新低；亦低過
市場預期。恒生指數上周五曾跌至
25,000點邊緣，見近一年半新低；
數據公佈後恒指反而倒升。
市場或憧憬內地出招救市。中證

監表示，鼓勵地方政府管理的各類
基金等，幫助有發展前景但暫時陷
入經營困難的上市公司紓解股票
質押困境。如看好恒指回升，可留
意恒指認購證(13537)，行使價
26,800點，明年2月到期，實際槓桿
8倍。
不過，美國債息持續上升，拖累

美股上星期幾次急跌。分析認為，
在美國中期選舉前，中美貿易緊
張氣氛難以改善。加上意大利仍
未能就財政赤字的可接受水平與
歐盟達成共識，歐債危機之憂慮
揮之不去。在窩輪市場，近日以流
入恒指認沽證的資金較多。如認
為大市有機會繼續向下，可留意
恒 指 認 沽 證 (13237)，行 使 價
24,800點，明年3月到期，實際槓
桿8倍。
官媒新華社發表題為《不要讓

孩子迷失在網遊叢林》的評價文
章，表示「對於網遊成癮這頭青少
年成長路上的攔路虎，多管齊下
才能趕跑它」。騰訊(0700)上星期
繼續受壓。如看好騰訊回升，可留

意騰訊認購證(26896)，行使價315
元，明年2月到期，實際槓桿8倍。
相反，如看淡騰訊，可留意騰訊認
沽證(13542)，行使價249.8元，明
年3月到期，實際槓桿7倍。

看好匯豐吼購輪28276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匯控(0005)

將成為滬倫通下，首家發行中國
存託憑證(CDR)的外國上市公司。
如看好匯控，可留意匯控認購證
(28276)，行使價70.05元，明年2月
到期，實際槓桿14倍。第三季業績
期即將展開，建設銀行(0939)將於
23號(星期二)公佈業績。如看好建
行，可留意建行認購證(22341)，行
使價6.75元，明年1月到期，實際
槓桿13倍。平保(2318)將於29號
(下周一)派成績表。平保首三季保
費收入逾5,600億元人民幣。如看
好平保，可留意平保認購證
(29342)，行使價80.05元，明年3月
到期，實際槓桿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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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原油期貨半年運營滿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舟山報道）
第二屆世界油商大會在浙江舟山日前舉行。
期間，物產中大集團與上海期貨交易所聯合
承辦了「油品交易及金融服務創新圓桌論
壇」，來自BP、高盛、上海國際能源交易
中心等200多名嘉賓，圍繞能源金融、油品
交易、金融服務等主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服務實體經濟作用初顯現
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副總經理陸豐指

出，上海原油期貨於3
月26日掛牌交易，半
年多來，總體運行狀況
比較滿意，累計總成交
量 1,463.70 萬手（單
邊），日均成交10.92
萬手（單邊）。截至
10月12日收盤，市場
總 持 倉 量 19,756 手
（單邊），日均持倉量
15,863手（雙邊）。陸
豐告訴記者，對於原油
期貨來講，服務實體經
濟是一個核心作用，目
前來看，服務實體經濟
的作用已經初步顯現。

陸豐認為，原油期貨指定交割庫主要分
佈在中國沿海的保稅區，雖然面積非常大，
從大連到廣東都有，但是實際上核心區域在
浙江和山東兩大區域。今年1月到9月兩地
到港原油量超過全國總量的50%，特別是
舟山，港口眾多，進口源多，還分佈有浙江
石化、鎮海煉化等大型油企，這種格局結合
原油期貨指定交割倉庫，非常有利於舟山形
成中國沿海保稅油現貨市場，輻射中、日、
韓以及東南亞。

■物產中大集團與BP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山東前9個月實際使用外資901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

道）記者從山東省商務廳獲悉，今年1-9
月份，山東省新設外商投資企業1,546
家，同比增長40.9%；合同外資1,248億
元（人民幣，下同），增長2.2%；實際使
用外資901.4億元，增長2.5%。其中，香
港新設外資企業470家，實際投資489億
元，增長 16.8%，實際投資佔全省的
54.3%。韓國緊隨其後，實際投資114.3億
元，增長18%。

港資佔比過半
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高技術製造業方

面，1-9月份該省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401
億元。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
69億元，增長35.1%，佔製造業比重達到
17.3%。醫藥製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製
造業、計算機及辦公設備製造業、醫療儀
器設備及儀器儀錶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分
別增長10.3%、38.9%、54.5%、33.4%。

服務業新設企業1,024家，合同外資766
億元，實際使用外資449億元，分別增長
51%、9.7%、38.5%。
與此同時，500強投資企業合同外資高

速增長。日本永旺、伊藤忠、德國博世、
曼集團以及韓國浦項、LG等20家世界
500強企業在山東投資項目34個，合同外
資17.9億美元，合同外資增長70.5%。新
設及增資總投資過億美元大項目77個，合
同外資82億美元。

潤置旗下與「得到」
達戰略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華潤
置地「Officeasy潤商務」與「得到」戰略合作簽
約發佈會昨日在深圳舉行，雙方將結合在各自
領域的領先優勢，共同圍繞資源融合、知識服
務、商務辦公生態建設等方面展開深度合作。
作為合作重點之一，「得到」繼「得到APP」線
上知識服務之後的「下一代產品」——「得到
大學」深圳校區正式落戶南山科技金融城，面
向終身學習者打造知識服務閉環。

甘肅辦「帶路」普惠金融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楊韶紅 甘

肅 報道)「一帶一路」普惠金融國
際論壇在甘肅國際會展中心日前舉
行。與會國內外業界人士強調普惠
金融更要追求促進「共贏與發
展」，特別是「促進經濟社會協同
發展」。

普惠金融可惠及中小微弱群體
「一帶一路」為普惠金融帶來
契機，可惠及沿線「中小微弱」
群體，最終讓發展成果惠及大

眾。
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長貝多

廣在論壇指出，普惠金融是一個很
好的槓桿，可以推動「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提
升，在亞洲和非洲很多國家已產生
良好效果。中國工商銀行甘肅省分
行行長宋關昶表示，將加快小微企
業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搭建全國性
服務平台，促進小微企業與金融機
構合作，破解小微企業融資難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