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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11月5日-9日)

日期
5
6
7
8
9

國家
美國
歐盟
德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10:00 PM
6:00 PM
3:00 PM
8:30 PM

4:30 PM

8:30 PM
10:00 PM

報告
十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九月份歐元區生產物價指數#
九月份工業生產#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九月份貨物及服務貿易盈餘(英鎊)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九月份工業生產#
十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十一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58.8
-
-

21.3 萬
-
-
-

+ 0.2%
98.0

上次
61.6

+ 4.2%
- 0.1%
21.3 萬
28 億
+ 0.4%
+ 1.0%
+ 0.2%
98.6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10月29日-11月2日)

日期

29

30
31

1

2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美國

歐盟

美國

香港時間

8:30 PM

10:00 PM

6:00 PM

8:30 PM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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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九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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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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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 0.4%
+ 0.4%
135.8
+ 2.2%
8.1%
+ 2.1%
21.3 萬
+ 0.2%
59.0
3.7%

+ 19.0 萬
534 億
+ 0.4%

上次
+ 0.4%
+ 0.5%
135.3
+ 2.1%
8.1%
+ 3.0%
21.6 萬
+ 0.8%
59.8
3.7%
+ 11.8 萬
533 億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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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除憧憬中美貿易緊張關係改善之外，
亦對內地的「組合拳」救市表示樂觀。中央
政治局會議，指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經
濟下行壓力加大。分析認為，今次會議未有
提及「去槓桿」和樓市，反映中央有意進一
步放鬆政策，減稅甚至放寬樓市限購。較早
前，內地已放寬回購股份法規。除簡化程
序，亦增加批准回購的原因，包括維護公司
價值、積極回報投資者等。

提防恒指反彈過速 吼沽輪14529
本港股市上周連續三個交易日急升，恒生
指數三日之間就由大約24,500點，升至二萬
六水平。如看好恒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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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倍。如認為恒指短線升勢過
急，有機會調整；可留意恒指認沽證
(14529)，行使價23,888點，明年4月到期，
實際槓桿7倍。
騰訊(0700)公佈，旗下手機遊戲《王者榮
耀》強制所有用戶公安實名校驗，將於本月
內完成全國覆蓋。有大行指，或影響騰訊未
來數季收入。再者，有報道指，內地已關閉
審批新遊戲的「綠色通道」。騰訊將於11
月14日公布第三季業績。如看好騰訊，可
留意騰訊認購證(13539)，行使價323.48元，
明年2月到期，實際槓桿7倍。如看淡騰
訊，可留意騰訊認沽證(14883)，行使價
243.68元，明年5月到期，實際槓桿5倍。
平保(2318)季度業績勝市場預期。平保上
季純利雖然倒退，不過有大行指平保稅後利
潤錄強勁增長，給予「增持」的投資評級，
H股目標價高達106元。另外，平保宣佈加
入回購行列，計劃根據股價波動和變化，適
時回購境內外的股份，佔總股本不超過一
成。市場估計回購規模近1,100億元人民
幣。如看好平保，可留意平保認購證
(29348)，行使價8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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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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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高股息策略基金攻守兼備

高息股於股市暢旺時大多被投資者
忽略，但其較高股息率有助提高

投資總回報。截至11月1日，MSCI世
界高息股指數之股息率逾4%，明顯優
於MSCI世界指數之約2.5%，及美國
10年期國債之約3.1%孳息率。另一方
面，派發高息之公司往往具較強財政
實力，更能抵禦經濟危機，令其貝塔
（Beta）系數較一般股票為低。根據歷

史數據，環球高息股於2000年科技股
泡沫爆破、2008年金融海嘯及2011年
歐洲債務危機期間，其相對表現均跑
贏大市。反映高息股在跌巿時能發揮
防守作用，同時提供一定收益。

派息能力大幅提升具優勢
近年中日韓三地政府均鼓勵上市公

司派發股息以回饋股東。摩根資產管

理之最新數字顯示，截至9月尾，派發
股息率超過3%的亞洲企業達323家，
數量遠超其他主要市場。此外，根據
湯森路透之數據，2017年亞洲企業自
由現金流量達3,740億美元之10年新
高。前述數字凸顯出亞洲企業已汲取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教訓，積極改
善自由現金流、資產負債表，令其負
債比率相較歐美企業偏低，派息能力
得以大幅提升之優勢。
另一方面，雖然中美貿易戰持續，
但亞洲企業營收多來自區內。而區內
消費者支出穩步上升，亦能帶動區內
企業盈利持續增長。光大新鴻基預
期，今明兩年亞洲企業的每股盈利仍
有約10%至12%增長，前述因素亦有
利區內企業逐步提高派息率或增加分
派次數。

市盈率遠低於歐美市場
再者，亞洲股市近期已回調不少，

截至11月1日，MSCI 亞太（日本除
外）高息股指數的市盈率僅約9.1倍，
遠低於歐洲的約 12.3 倍及美國的約
16.4倍。綜合前述分析，可見亞洲高息
股具備高現金流、低負債、不俗之盈
利增長，以及低估值優勢。以資產配
置角度而言，透過適量部署高股息策
略基金，能提升投資組合之穩定性之
餘，同時以較低風險追求穩定收益。
若投資者想捕捉亞洲高息股之優

勢，可考慮摩根亞洲股息基金，主要
投資於中國（26.9% ） 、新加坡
（13.5%）、韓國（12.9%）及澳洲
（12.4%）等地之高息股。若投資者想
進一步分散地區風險，則可考慮富達
環球股息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
（29.2%）、英國（19.3%）、日本
（7.8%）及瑞士（7.7%）等地之股息
收益吸引，並具升值能力的公司。兩
隻基金美元每月派息單位之年息率為
約4.3%及2.9%。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中美貿易戰困局未解，加上

美國中期選舉等地緣政治不明

朗因素影響，令環球股市近期

波幅持續上升，投資者因而傾向從高風險資

產轉向尋求較穩定的回報。除一般債券或平

衡基金外，高股息策略基金不僅能達至穩定

資本增值，其抗跌力亦較高，是目前波動市

中攻守兼備的第三選擇。

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緩和 支撐金價回升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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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在上周早段繼續衝高，受到美國利好經
濟數據和避險情緒所支撐，美元指數於周三升見
至97.20，創2017年2月以來最高。至於人民
幣、英鎊和歐元則受制於各自的問題，表現低
迷。人民幣更是一度接近破7關口。不過，隨着
上周四中美兩國領導人通電話，並表達了對解決
貿易戰的樂觀看法，市場冒險意願受到鼓舞，股
市和人民幣大漲，美元回挫。上周五彭博引述知
情人士報道，特朗普希望在本月阿根廷舉行的
G20峰會上與中國領導人達成一項協議，並已經
要求官員開始草擬可能的協議條款。
不過，金價上周先跌後回升，因美元在周五
公佈的美國就業數據強勁的支撐下收復部分失
地，黃金稍為回吐上日的漲幅，美國10月新
增就業崗位大幅增加，薪資錄得九年半來的最
大年度漲幅。另外，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
庫德洛(Larry Kudlow)指出，他對華盛頓和北
京之間達成協議的看法沒有先前那麼樂觀，其

講話亦有助美元回穩。
本周澳洲央行、紐西蘭央行以及美聯儲將公
佈利率決定。周二美國國會將舉行換屆選舉，選
舉將決定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獲得國會控制權，
從而影響以後的政策走向。多項民意調查結果顯
示，民主黨將奪回眾議院的控制權，結束兩年來
在華盛頓難以發揮實際的政治影響力的局面。

上望阻力料仍受制1240美元
倫敦黃金走勢，由於美元受抑，金價上周四
曾攀升至10月 26日以來最高點1,237.39美
元。圖表走勢所見，上周金價低位於25天平
均線獲見支撐，目前25天線處於1,216水平；
隨着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均重新走高，金
價有望即將在本周保持反彈勢頭，上望阻力仍
是此前受制的1,240/1,243美元區域，倘若破
位料將示意着在過去三個月金價走勢已完成築
底。以自四月的累計跌幅計算，50%及61.8%
的反彈水平為1,263及1,287美元。至於下方較
重要支撐則關注八月至十月上旬期間的整居區
間頂部1,208水平。

溫 傑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

康宏與愛爾蘭官員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 康宏環球（1019）積極推動金融科

技發展，繼今年首度成為投資推廣署舉辦的金融科技
周金融科技合作夥伴外，更在會議期間聯同策略性夥
伴 CurrencyFair，與愛爾蘭商業、企業及創新部長
Heather Humphreys 會面，就最新的金融科技發展交
換意見。
今年 8 月，康宏與愛爾蘭跨境匯款服務供應商

CurrencyFair 組成策略性夥伴，攜手推動跨境支付及
匯款服務。康宏支付董事總經理梁本任表示，康宏支
付與 CurrencyFair 策略性合作的支付服務，即將正
式推出市場。康宏大中華區的客戶可透過移動支付，
享用低成本、高效率及方便快捷的全球跨境匯款服
務，CurrencyFair 的國際客戶亦能得到網上亞洲貨幣
交易服務。

上交所：嚴格慎用暫停賬戶交易等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上海證交所表示，6月

底以來，受國內外多重因素影響，滬指
整體走勢偏弱。在交易一線監管過程
中，上交所及時優化了交易監管方式，
不再採用口頭提醒等「窗口指導」方
式，嚴格慎用暫停賬戶交易等監管措
施。
上交所稱，對過度投機炒作等嚴重擾
亂市場秩序的行為，上交所主要以向會
員發送風險提示函的形式，要求會員向
投資者提示二級市場交易風險；對明顯
涉嫌市場操縱等違法違規行為，事中及

時採取自律監管措施，並及時向證監會
上報案件線索。
此外，還加強市場監測分析，密切關

注市場情緒，建立並完善了適應市場形
勢變化的動態監管機制。

將着力優化交易一線監管制度
下一步，上交所稱將着力優化交易

一線監管制度，審慎評估並適度調整
交易監管相關措施，避免影響干預正
常交易行為；充分尊重投資者的自主
交易權，把握好交易監管的力度和節

奏。
同時，繼續強化一線監管履責，對
於明顯涉嫌市場操縱等各類證券違法
違規的行為，還將採取必要的監管措
施。

允「央企退市第一股」上市申請
另外，上交所表示，同意四年前退市

的中國長江航運集團南京油運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重新上市申請，意味這隻「央
企退市第一股」將成為A股市場首家重
新上市公司。

長航油運成立於1993年，主營沿海和
國際航線石油運輸業務，1997年6月在
上交所上市。2014年6月5日因連續四
年虧損退市，同年8月6日在股轉系統
掛牌轉讓。
公司退市後實施了破產重整，剝離了

最大虧損源 VLCC 船舶（超大型油
輪），減少了巨額債務負擔，逐步改善
和恢復了持續盈利能力和持續經營能
力，目前成為全球第四、亞洲第一的
Handysize（靈便型油輪）外貿成品油船
東，已符合重新上市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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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力展館」創新科技 引領智能生活

A? 特 刊 ■責任編輯：XXX ■版面設計：XXX

■機場室外新安裝的CCTV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博）今年再度
榮膺澳博德利賽車隊的冠名贊助商和特

約合作夥伴，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
公司繼續擔任車隊的協力推廣單位。
澳博德利賽車隊今年將派出5位年輕精英

出戰，全力為車隊在本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
車爭取第九次冠軍榮譽。
米克．舒密加的父親是7次奪得世界

一級方程式冠軍的傳奇車手米高．舒密
加（Michael Schumacher）。這位19歲
的年輕車手，剛於歐洲三級方程式錦標
賽代表德利賽車隊贏得冠軍寶座，深受注目。
19歲的明日之星周冠宇將力爭成為首名贏得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的

中國籍車手。這位來自著名法拉利車手學院的車手去年於澳門取得前十
名的佳績，今年將是其第三次征戰澳門。
舒華文是車隊中的矚目新星，他不僅於2018年歐洲三級方程式錦

標賽勇奪新人車手頭銜，更於車手積分榜中高踞第三位。這位19歲
的俄羅斯車手今季才首次參加三級方程式賽事，但其於下半季度的出
色表現令人眼前一亮，在最後9場賽事中獲得8次三甲位置，其中兩
次更是冠軍。
岩士唐（Marcus Armstrong）是澳博德利賽車隊中最年輕的車手，他

與舒華文同樣是首次參加澳門大賽車。18歲的岩士唐本年度首次參加
歐洲三級方程式錦標賽旋即嶄露頭角，先於首周賽事奪得三甲位置，後
於德國Norisring站的第三輪賽事首奪冠軍，令他在最後一輪賽事之前
已成功晉身有力奪冠的三強之列。
艾隆（Ralf Aron）剛於本屆歐洲三級方程式錦標賽取得4勝佳績，去
年首征澳門更勇奪季軍。這位20歲的愛沙尼亞車手自2016年起參加歐
洲三級方程式錦標賽，今季表現大勇。
澳博德利賽車隊將於本月13日假澳門新葡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並於
同日下午在回力海立方與市民大眾見面。此外，澳博將舉辦連串的活
動，推動全城投入熾熱的大賽車氣氛中。

為了進一步提升機場的保安系統，澳門國際
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CAM）於2017年開
展了澳門國際機場閉路電視監視系統
（CCTV）的全面更換及升級工程。在提供24
小時不間斷保安監視的前提下，有關工程需要
分階段進行，並需逐步從舊系統過渡到新系
統，工程最終於近期全面竣工，並得到民航權
限實體及機場保安單位的檢驗及試運行後，新CCTV系統現時已正式投入使用。
機場新CCTV系統採用了數碼制式設備配以高清鏡頭，增強了系統的可靠性及

傳輸效能；同時更換及增加的監視鏡頭數目達到679支，當中安裝範圍包括客運
樓、機庫、貨運站、停車場、跑道及停機坪等位置，大大提升了保安監視範圍；
新系統的影像儲存量更由原來的30天增加至45天，方便日後案件跟蹤及事故調
查；另外，機場更增設了新的CCTV監控中心，其空間面積為原監控中心的兩
倍，可對機場的每一個位置進行集中保安監視。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下稱「生產力
局」）連續第八年參與「創新科技嘉
年華」，向市民介紹應用於日常生活
的最新科技。今年設立的「生產力展
館」以《智慧城市．優質生活》為主
題，展出多項由生產力局自行研發、
應用於智慧城市的科研成果及人工智
能應用，涵蓋「智慧生活」、「智慧
環境」、「智慧出行」、「智慧經
濟」等四大範疇，讓市民親身體驗創
新科技於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澳門國際機場全面更換
及升級CCTV系統 澳博德利賽車隊將乘著車隊早前於國際汽聯歐洲三級方程式錦

標賽囊括3項大獎，包括隊際總冠軍、個人冠軍米克．舒密加

（Mick Schumacher） 及 新 人 車 手 冠 軍 舒 華 文 （Robert

Shwartzman）的氣勢，全力於本月15至18日舉行的第六十

五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中力爭冠軍殊榮，期望再創紀錄。

澳博德利賽車隊 五強陣容蓄勢待發

■艾隆（10號車） ■岩士唐（11號車） ■舒華文（12號車）

■■周冠宇周冠宇（（88號車號車）） ■■米克米克．．舒密加舒密加（（99號車號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