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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 10月29日-11月2日)

日期
29

30
31

1

2

國家
美國

澳洲

歐盟

德國
美國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8:30 PM

10:00 PM
9:30 AM

6:00 PM

3:00 PM

8:30 PM

10:00 PM

3:00 PM

8:30 PM

10:00 PM

報告
九月份個人收入
九月份個人支出
十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第三季消費物價指數#
十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九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九月份零售銷售#
第三季非農業生產力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九月份建築開支
十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九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十月份失業率
十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九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美元)
九月份工廠訂單

預測
+ 0.4%
+ 0.4%
135.8
-
-
-
-

+ 2.1%
21.3 萬
+ 0.2%
59.0
-

3.7%
+ 19.0 萬
534 億
+ 0.4%

上次
+ 0.3%
+ 0.3%
138.4
+ 2.1%
+ 2.1%
8.1%
+ 1.6%
+ 2.9%
21.5 萬
+ 0.1%
59.8

+ 4.8%
3.7%

+ 13.4 萬
532 億
+ 2.3%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2月23日-26日)

日期
23
24
25

26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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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 3.2%
55.3 萬
+ 0.8%
21.5 萬
+ 3.5%
98.6

上次
+ 3.1%
58.5 萬
+ 4.6%
21.0 萬
+ 4.2%
99.0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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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股市走勢一浪低於一浪。恒生指數
上周失守二萬五水平，再跌至接近一年半
新低。人民幣下跌，離岸價跌至廿二個月
低位。外管局公佈，上月結售匯的逆差提
升至近兩年以來最大，反映銀行代客購買
外幣的規模增加；市場憂慮資金外流或加
劇。如繼續看淡港股表現，可留意恒生指
數認沽證(14529)，行使價23,888點，明年4
月到期，實際槓桿6倍。
不過，恒指本月累計跌幅已達3,000點。

從技術走勢而言，恒指已跌至接近保力加通
道底部，相對強弱指數RSI則出現背馳。再
者，報道指內地質押股票之總市值已達4.45
萬億元人民幣，中國銀保監會允許保險資產
管理公司設立「專項產品」，參與化解股票
質押的流動性風險。如看好港股回升，可留
意恒生指數認購證(13537)，行使價26,800
點，明年2月到期，實際槓桿12倍。

息率達6.5厘 看好匯豐吼14438
匯控(0005)及平保(2318)今日公佈第三季

業績。匯控上星期跌至60元水平，創一年
半新低，現價股息率上升至6.5厘。如看好
匯控，可留意匯控認購證(14438)，行使價
67元，明年3月到期，實際槓桿11倍。
平保業績往往勝市場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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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壽(2628)第三季純利大跌
逾七成，賺34億元人民幣。期內總投資收
益率下降至3.32厘。業績後國壽急跌至16
元以下。如看好國壽反彈，可留意國壽認
購證(13888)，行使價18.9元，明年11月到
期，實際槓桿5倍。
受惠國際油價上升，中海油(0883)上季油
氣銷售收入479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逾三
成。中海油維持全年產油目標，並相信油
價可以維持在現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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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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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連環出招 A股短線仍審慎

A股後市表現要視乎中央「全方位救
市」的力度，包括會否推出更多持

續性實質政策「穩經濟」。A股今年表
現令人失望，自年初高位至上周四（25
日），上證指數累瀉逾36%。為防範持
續跌市令中國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中
央金融「四巨頭」（國務院副總理劉
鶴、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中證監主
席劉士余及銀保監主席郭樹清）罕有集
體「出口出力」撐市。
人行及中國證券業協會於上周一

（22日）宣佈分別擬成立擔保及大型
基金，透過信用擔保及提供初始資
金，以支援民營中小微企。

拯救民企政策「貼地」
光大新鴻基認為，近期「國進民

退」論蔓延，令不少民企均面對融資
壓力，中央政府特別針對民企融資困
境提出紓困方案頗為「貼地」。現時
內地多數上市民企股東都把股權抵押
予金融機構借貸，此舉有助有前景的

民企進行債務融資，減低因股價下跌
引發「爆倉潮」之風險，短期亦可起
穩定市場情緒的作用。

料將有更多政策穩經濟
誠然，單靠前述措施，不足以扭轉A

股近10個月之跌勢。20日國家統計局
公佈，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按
年增長只有6.5%，反映中美貿易戰白熱
化及人民幣貶值已對中國經濟產生影
響。光大新鴻基預期，中美貿易戰之不
確定性至少會持續至G20峰會後，隨着
貿易戰所帶來之負面衝擊逐漸浮現，第
四季中國GDP按年增長可能進一步放
緩至6.3%至6.4%。
長期而言，中央政府須加大力度，
持續推出更多大型「寬信用」和「寬
財政」政策，以提振內地經濟。除人
行早前再調低存款準備金率外，上周
一（21日）《上海證券報》引述人行
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表示，明年

政府減稅幅度可達GDP的1%，其規模
可達8,271億元人民幣（以去年GDP
為約82.7萬億元人民幣計算）。由於
減稅將直接利好企業盈利表現，若具
體措施能盡快出台，加上監管機構持
續鼓勵上市公司回購股份以支持股
價，A股有望於2,500點附近企穩。
考慮到現水平的回報及風險比率，

策略上，投資者可待Ａ股明顯回穩
後，分段部署投資中港股市的中國基
金。例如首域中國增長基金，主力投
資於內地、香港及美國上市的不同類
別中資股（包括紅籌國企，以及內地
AB股，其中Ａ股佔組合約18%）。組
合偏重內需板塊為主，包括非必需消
費品（22%）、資訊科技（19%）及健
康護理（13%）等行業。
較保守之投資者，則可考慮涉足中

港兩地之亞洲平衡基金，以進一步減
低投資風險。例如景順亞洲平衡基
金。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中央政府多位金融監管領導

於19日齊撐內地股市，令A股

「久旱逢甘露」，上證綜指曾

反彈近6.8%。另一方面，雖然中美領袖有機

會於 11月尾舉行的G20峰會就貿易問題磋

商，但近期多項經濟數據均顯示中國經濟下行

壓力仍大。

避險需求支撐金價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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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上周維持走強，美元指數周五觸及兩個
月高位96.87，歐元下跌及環球股市下挫打壓
市場風險偏好，這令避險貨幣獲得支撐。投資
者看到市場存在很多持續的風險，包括貿易緊
張情勢、意大利預算糾紛、地緣政治不確定性
以及有關美國企業獲利的擔憂等。避險情緒支
撐日圓和瑞郎等貨幣。
倫敦黃金方面，金價上周錄得第四周連漲，

對於美國企業獲利前景及全球經濟放緩的擔憂
加重，使得金價獲見支撐。金價於8月中曾跌
至1,159.96美元，創2017年1月以來低位後，
迄今上漲了約6%。
不過，金價自4月的峰值水平已經下降了約

10%。技術走勢而言，上周早段金價幾度衝
高，但多日受制於1,340關口，直至周五一度
出現突破，但尾段又重新回落此區下方，倘若
本周可扳回此區之上才有望延續又一輪升勢，
以至4月高位1,365美元起始的累計跌幅計

算，38.2%的反彈水平為1,238，擴展至50%
及61.8%則會達至1,262及1,287美元。支持依
據則回看近日守着的10天平均線1,227美元，
較大支持預估在1,222及25天平均線1,209美
元。

白銀已升破橫行區間頂部
倫敦白銀方面，圖表走勢見銀價已升破近期
的橫盤區間頂部以及過去兩個多月來受壓着的
25天平均線，目前25天平均線處於14.51美
元，若銀價仍可持穩此區上方，可望擺脫此段
期間的下跌態勢。較大阻力料為14.90及100
天平均線15.10美元，下一級看至15.40美元。
下方支持回看起延自9月上旬的上升趨向線，
目前位於14.38美元。
日本和英國央行將於本周召開貨幣政策會

議。預計日本央行將維持政策不變，並大致維
持原來的經濟增長和通脹預測；而在退歐前景
不明之際，英國央行預計也不會調整貨幣政
策。數據方面，本周美國將公佈國際貿易收支
以及非農就業數據。

溫 傑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

■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李國寶表示，藉着東亞銀行的百周年紀念，讓其回顧過去的成
就，並很榮幸能透過一連串的慶祝活動，與廣大市民分享我們

百年傳承的歷史。展望將來，該行將繼續努力，不斷尋求突破，滿足
客戶不斷轉變的需要，致力成為大中華及其他地區客戶信任及首選的
銀行夥伴。
揭幕典禮於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中庭舉行，該場地同時亦作為東

亞銀行百周年慶祝活動─「百年成就成就百年」巡迴展覽的首站。
東亞銀行「百年成就成就百年」展覽的設計別出心裁，透過生動的
展示把東亞銀行傳奇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百載歷史活現眼前。展覽內容
豐富，歡迎公眾於2018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蒞臨參觀。
東亞銀行百周年誌慶活動亦重點推出百周年紀念網站（https://100.

hkbea.com）與公眾互動。此網站除了介紹慶祝活動背後的意義外，
亦是發布所有與百周年紀念相關的活動、最新消息、節目及推廣優惠
的核心資訊平台。此外，「Keep噏100」面書（FaceBook）社交媒體
活動亦已推出，以Chatbot遊戲傳遞東亞銀行百年歷史的資訊，透過
問答遊戲與客戶和公眾互動。

領展行政總裁王國龍獲美國《哈佛商業評
論》評選為2018年「全球最佳CEO百強」
之一。王國龍排名為80，是榜上少數來自亞
洲區企業的行政總裁，更是亞洲房地產界唯
一入選者。
於王國龍的領導下，領展加強於資產管理

及提升方面的優勢，並通過收購及物業發展

把握新商機。領展獲納入主要可持續發展指
數指數，可見其於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
成就，深受國際認同。
《哈佛商業評論》作出有關排名主要考慮
每位CEO於整個任期的財務回報，而非股價
或當前季度的數字。最終排名亦會參考公司
於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評級。

作為東亞銀行百周年紀念活動的重點
之一，東亞銀行全資附屬的東亞銀行慈
善基金有限公司（「東亞銀行慈善基
金」）將與蒲窩青少年中心及東華三院
攜手合作，支持兩項促進青年發展的計
劃。
東亞銀行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國寶表

示，該行致力為青年創造積極的環境，
讓他們茁壯成長。東亞銀行慈善基金將
全力支持為期兩年的「東亞青年創客空
間計劃」。此計劃由位於舊香港仔警署
的蒲窩青少年中心開展，為約1,600名青
年提供「創客空間」，以發展他們在視
覺藝術、工藝及數位科技方面的技術，
讓年輕人建立自信心和獨立性，學習與
同輩合作、貢獻社區，以及為他們的職
業生涯規劃做好準備。一年一度的「創

客嘉年華」則讓參加者向社
區展示他們的作品。另外，
各個社區項目亦將於南區推
行，以鼓勵有一技之長的青
年回饋社會。
鑑於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

康問題日趨嚴重，東亞銀行
慈善基金亦將支持由東華三
院舉辦的「Teen Café 青少
年身心健康推廣計劃」，以
支援新界東（大圍、沙田、火炭、馬鞍
山）、大埔及北區約600名青少年。該
計劃更將會在12所參與學校設立Teen
Café ，讓青年人可藉此獲得情緒支援，
並透過各種社區活動為額外3,600名青少
年提供支援服務。除了由東亞銀行慈善
基金提供財務支持外，東亞銀行亦鼓勵

客戶、商業夥伴及其他持份者，將他們
向該行致賀之鮮花或其他禮物，轉化為
捐款支持Teen Café 。
此外，東亞銀行將於明年1月5日為長

者舉辦社區午餐，答謝他們在過去一直
以來對社會作出的貢獻。東亞銀行的高
層管理人員將會參與這項活動。

近日，清蘭和諧之音於長沙灣
君好樂富門宴會廳舉行七周年會
慶晚宴，清蘭和諧之音會長蔡玉
蘭陪同主禮嘉賓中聯辦科長林谷
星、深水埗區議會副主席陳偉
明、深水埗區議員陳穎欣、荔灣
區委統戰部調研員戴慕軍、香港
新馬泰華人歸僑聯合會會長駱漢
生、香港新馬泰華人歸僑聯合會
會長劉漢萍、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秘書長黃才立、香港亞洲青年協會副會長陳俊
達、湛江市霞山海外聯誼會香港分會會長林一
栓、香港女童軍中西區分會會長郭樹鈿、清蘭和
諧之音創會會長鄭國清等共同出席本次活動，與
現場來賓同賀會慶，場面熱鬧。
清蘭和諧之音會長蔡玉蘭致辭時表示，由衷感
謝各界友好對他們的支持，該會結集一群喜歡唱
歌和跳舞的朋友，用歌聲去營造和諧香港，並積
極關心社會上的弱勢社群。自清蘭和諧之音成立
以來，堅定不移的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以身為中國人為榮。該會向來積
極行善，連續四年獲社會福利署頒發的義工團體
金嘉許獎狀，成績令人鼓舞。蔡玉蘭表示，將來
將帶領該會繼續努力，繼續用歌聲服務社區，將
歡樂帶到每一個角落。
陳偉明在致辭時表示，清蘭和諧之音成立以
來，為全港各區帶來不同的活動與服務，非常感
謝清蘭和諧之音為深水埗區的貢獻。深水埗區議

會為社區服務不遺餘力，為該區社區活動貢獻力
量，促進社區和諧發展。
陳俊達在致辭時表示，清蘭和諧之音一直以來

為香港社區作出的貢獻值得肯定和鼓勵。他在現
場預告清蘭和諧之音將在不久的將來舉辦一場大
型歌唱比賽，他本人也將一如既往的支持該會的
會務與發展。同時，為感謝陳俊達七年以來為清
蘭和諧之音所作的貢獻及支持，活動現場清蘭和
諧之音委任陳俊達為清蘭和諧之音榮譽會長。
一眾主禮嘉賓先後致辭，祝賀清蘭和諧之音成

立七周年，並於典禮上一同舉杯祝酒，同賀會
慶。晚宴上會員表演歌舞，並設抽獎環節助興，
共同祝願清蘭和諧之音會務蒸蒸日上。
清蘭和諧之音為香港註冊的非牟利團體，由

一群歌唱、演練、舞蹈、文藝等愛好者組織而
成，透過推動歌唱、舞蹈、文藝等中國傳統文
化活動，增進社會各階層的友誼，傳達無疆大
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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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展行政總裁王國龍入選全球百強CEO

■主禮嘉賓共同合照

清蘭和諧之音賀七周年會慶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全力支持為期兩年的「東亞青年
創客空間計劃」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支持青年發展項目
■東亞銀行創行一百周年慶祝活動正式啟動

東亞銀行啟動創行一百周年慶祝活動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東亞銀

行」）將於2019年1月迎來服務香

港百周年的里程碑。為慶祝此盛

事，該行日前宣布，創行一百周年

慶祝活動正式展開，並預告即將舉

辦的一連串慶祝活動。東亞銀行百

周年慶祝活動的揭幕典禮由東亞銀

行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國寶，聯同副

主席李國章及黃子欣攜手主持，為

台上以「100」為主題的裝置亮燈，

象徵着東亞銀行過往一百年的輝煌

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