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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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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316.7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824.7
10月耐用品訂單月率，預測-2.5%，前值+0.7%
10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月率，預測0.4%，前值持平
10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月率，前值-0.7%
10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財訂單，預測+0.2%，前值-0.1%
一周首次申領失業援助人數(11月17日當周)，
預測21.5萬人，前值21.6萬人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11月17日當周)，前值21.52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11月10日當周)，預測163.5
萬人，前值167.6萬人
9月批發貿易月率，預測+0.3%，前值-0.1%
10月成屋銷售年率，預測520萬戶，前值515萬戶
10月成屋銷售變動月率，預測+1.0%，前值-3.4%
10月領先指標月率，預測0.1%，前值0.5%
11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終值，預測98.3，前值98.3
11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現況指數終值，前值113.2
11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預期指數終值，前值88.7
11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一年通脹預期終值，前值2.8%
11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五年通脹預期終值，前值2.6%

金匯錦囊
歐元：將反覆走高至1.1550美元水平。
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3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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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上周早段持穩1.1215美元支持位後迅
速反彈至1.13美元水平，上周尾段升幅擴
大，重上1.14美元水平，本周二曾向上挨近
1.1475美元附近約兩周高位。
美國聯儲局官員上周五的發言增加市場對
美國經濟增長轉趨放緩的預期，帶動歐元重
上1.14美元水平，加上美國本周初公佈11
月份房屋市場指數急跌至60水平，為2016
年8月份以來低點，數據不利美國房市未來
數月的表現，美元指數擴大跌幅，而歐元保
持上周所有反彈幅度之外，將同時改善自9
月下旬以來的疲弱表現。
另一方面，周二全球股市下跌，避險氣氛
升溫之際，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進一步下
跌至3.043%水平7周多低點，日圓匯價上
升，不過美元指數卻反而一度向下觸及
96.05水平兩周低點，顯示市場現階段較為
關注美國經濟增長將有放緩風險。
此外，土耳其里拉兌美元近周持續徘徊於
5.29至5.31水平，重上3個月以來高位，該
因素亦有助歐元延續自上周開始的反彈走
勢。
隨着歐洲央行12月13日政策會議頗有機

會宣佈12月底結束購債行動，部分投資者
繼續傾向回補歐元空倉，預料歐元將反覆走
高至1.1550美元水平。

金價料反覆走高至1235美元
周一紐約12月期金收報1,225.30美元，
較上日升2.3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持穩
1,218美元水平，周二曾走高至1,226美元附
近1周多高位，繼續保持上周所有反彈幅
度。美國11月份房屋市場指數急跌至60水
平兩年多以來低點，增加美國往後經濟放緩
的機會，而全球股市下跌，市場避險氣氛升
溫，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本周二回落至
3.043%水平7周多低點，將有助金價表現。
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35美元水
平。

公債殖利率驟降 避險與「鴿」同行

安聯環球投資多元信用債券基金產
品經理胡韡耀表示，美國舊金山

聯儲局主席 Mary Daly表示，以美國經
濟走勢而言需要更多次加息，但現在定
論12月必須升息言之過早，仍需觀察更
多數據變化，市場對Mary Daly之言作
鴿派解讀，外加近期股市震盪引起避險
需求湧入公債，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單周下降13個基本點收在3.11%。
胡韡耀指出，本周由於股市震盪引起

信用債沽壓，但由於公債殖利率大幅下
滑，抵消了信用利差擴大的負面影響，
因此投資級債跌幅仍屬輕微。然而，資
金持續流出長天期債，淨流出較前周的
10.7億美元擴大至23.9億美元，流入短
天期債券，但幅度由前周下滑。

針對高收益債後市，安聯美元高收
益基金產品經理但漢遠表示，根據美
銀美林引述EPFR的資料顯示，截至11
月14日當周，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從
前一周淨流入15.9億美元，轉為淨流
出5.0億美元。

美高收債具有兩大優勢
目前對於全球高收益債而言，美高收

益債具有2大優勢：第一，以產業結構
面來說，貿易戰贏家或內需導向佔比達
70%，抵禦貿易風險的能力較強。
第二大優勢，但漢遠指出，美高收

殖利率相對於全高收的殖利率仍在長
期平均的1個標準差之上，具有較佳的
收益率與投資價值，因此仍建議高收
益債以美國區域為主。

在新興債市方面，安聯四季豐收債
券組合基金經理人許家豪表示，截至
11月14日當周，新興市場債資金淨流
出6億美元，較上周的淨流出7.5億美
元縮小；美元債及當地貨幣債本周持
續淨流出，資金已連續6周流出新興市
場債，但流出速度持續減緩。
值得注意的是，油價近期持續走跌，

過去一周更出現單日7%的跌幅，市場
擔憂油價走跌將影響新興市場，新興市
場債一周下跌0.65%、利差擴大23點；
在債種方面，新興主權債下跌0.55%，
利差擴大 19 點；新興企業債下跌
0.22%，利差擴大17點。摩根士丹利認
為，在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指數中的
80%的新興市場國家為原油進口國，較
低的油價反而有助其民間消費。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全球股市連續5個交易日下跌，帶動避險情緒增

溫，避險政府債大幅上漲，風險性債券則回調，其

中高收益債跌幅相對較大，利差大幅放寬。展望明

年，經濟尚無衰退疑慮，波動可望相對止穩，投資者可留意各收

益資產的轉換機會，以多元信用債策略為核心資產，美元高收益

債策略作為收益先鋒。 ■安聯投信

美元考驗上行通道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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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主要貨幣周初承壓，美國聯邦儲備理事
會(FED)對全球前景的謹慎看法及美國國內疲弱
數據均引發質疑，聯儲是否將放緩加息。紐約聯
邦儲備銀行總裁威廉姆斯周一表示，他們可能會
加息，但確實要在經濟非常強勁的背景下。

市場押注加息周期近尾聲
美聯儲副主席克拉里達和達拉斯聯邦儲備銀

行總裁柯普朗上周表示，對全球經濟可能放緩
感到擔憂，該因素已導致市場押注加息周期接
近尾聲。
美元指數周一觸及兩周低位96.11，已觸及起
延自九月份的上升通道底部，這段時間美指分
別三度碰及通道頂部及底部，目前再次探底，

故破位與否料成後市走向關鍵。若然跌破，或
將開展又一輪下跌行情。以此段升幅的黃金比
率計算，38.2%的回調水平為96.20，接近周初
低位，若擴展至50%及61.8%則會下延至95.75
及 95.30水平。反之，若又一次守着通道底
部，則可望保持於通道內再作上揚，較近阻力
可先留意96.75及97.40水平。
美元兌瑞郎方面，匯價自 9月 21 日觸及

0.9540的低位後持續上漲，當前一個關鍵阻力
將參考1.0060/70，分別在五月及七月亦曾探試
此區未果後，隨之出現顯著回調幅度，如今又
再訪此區，一方面若終可出現突破，美元兌瑞
料將見強化上漲力度，目標可看至1.01以至
1.0170，下一級回看 2016 年 12 月 16 日高位
1.0344。反之，若匯價始終未可攻破上述的關
鍵阻力，則又復見調整壓力，支持先看25天平
均線0.9880及0.9780，關鍵料為0.9540水平。

醫保通加快醫療索賠過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區塊鏈
技術逐步應用到醫療保險行業上，專門從
事區塊鏈及密碼學加密技術的香港科技園
培育公司EMALI.IO，昨日聯同科技園推
出「醫保通」雲端醫療保險索賠平台，加
快保險索賠的審批程序和杜絕重複索償
等，同時為醫療機構及保險公司提供可
靠、適時的病人資料。

EMALI.IO首席策略師胡鈞儒昨出席記
者會時表示，目前已有3間大型保險公司
試裝醫保通，預計明年第二季可開通。
醫保通是香港目前唯一可供消費者使用

的醫療保險平台，病人可在此平台上自主
建立個人的電子醫療記錄，而通過系統專
屬的區塊鏈及密碼學加密技術，個人資料
可得到保障，以及獲得不同保險公司審核

的醫生、診所及醫院的資訊。同時，醫保
通區塊鏈網絡儲存了醫生及保險公司之間
的各項合約協議，讓所有相關單位可以按
需要取得個別醫療保險計劃所容許的醫療
程序資訊。

預計明年第二季可開通
醫保通經過兩年時間研發推出，EMALI.

IO首席策略師胡鈞儒表示，在醫保通協助
下保險公司在處理醫療理賠過程時可節省
約一半的行政成本，同時加快處理個案流
程，而傳統理賠程序至少需時4日審批。
他又稱，目前已有3間大型保險公司試裝
醫保通，大約有數百名醫生加入此平台，
預計明年第二季可開通。
至於收費方面，胡鈞儒稱主要向保險公

司收取，按每宗交易收費。此外，EMALI.
IO首席執行官馬君豪稱，醫保通的個人資
料及私隱，會以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
範》規定處理。

■ 右三為
EMALI.IO
首席執行官
馬君豪，右
二為EMA-
LI.IO 首 席
策略師胡鈞
儒。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殷考玲攝

滙港夥醫博助診所管理系統入「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滙港電
訊昨宣佈與醫博系統服務公司合作，將香
港醫學會診所管理系統(HKMA CMS)接入
Amazon Web Services(AWS)雲端平台，
AWS是全球其中一個獲廣泛使用的雲端平
台。
醫博系統服務總經理楊傑群昨出席記者

會時表示， AWS 雲端平台有助私家診所
在行政及臨床管理等方面提升系統運算效
率，同時可利用診症及用藥記錄大數據，

提升醫生在斷症和用藥的準確度。

將於明年首季使用
楊傑群又指，現時全港約有千多家私家

診所採用診所管理系統，當中有逾200家
是使用由醫博系統服務開發的HKMA
CMS系統，而首個設於AWS雲端並支援
人工智能的HKMA CMS將於明年首季使
用，希望未來可擴展至中醫、牙醫、物理
治癒及心理治療診所。此外，楊傑群解釋
此系統為初執業的診所醫生提供斷症和用
藥的資料參考，有助減輕醫生診症的壓
力。
至於收費方面，楊傑群表示現有會員月

費為500元，與滙港電訊及AWS的新合作
模式收費仍在研究中，他期望可在未來兩
至三個月公佈細節，預計會採用月費方式
收費。
滙港電訊則作為認證的AWS雲端管理服

務提供者，為 HKMA CMS 架設提供
AWS雲端基礎設施，助診所管理實行雲端
轉型。

■左一為醫博系統服務總經理楊傑群，右
一為滙港電訊產品發展副總裁陳寶瑩。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考玲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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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嘉賓跟得獎者們合照

同學們通過參觀澳博德利賽車隊的車房，實地了解
賽車運動，以及車隊的運作和備戰情況。他們在

參觀車房的過程中，明白到更多有關賽車運動及車隊
的工作，包括團隊合作和溝通、競賽目標，以及工程
技術等。各人均表示很榮幸能親
身感受大賽車的魅力，並為這個
本地發展的澳門盛事感到自豪。
澳博德利賽車隊行政總裁小葉

德利表示：「我們很高興連續第
五年與澳博攜手安排澳門學生參
觀車房，讓他們現場親身感受澳
門大賽車的熾熱氣氛，以及車隊
的備戰情況，希望藉此激發更多
年輕人對賽車運動的熱愛，未來
更加積極投入參與這項年度盛
事，與我們攜手宣傳澳門。」

此外，為推動全城投入熾熱的大賽車氣氛中，「澳
博及合作夥伴」臉書舉辦有獎遊戲，五位得獎者及其
親友獲邀今天參觀澳博德利賽車隊的車房。對於能夠
親訪車房與車隊成員見面，參加者均表示十分興奮，

而車隊的團隊精神和爭勝
決心，也讓他們留下深刻
印象。
澳博今年連續第六年

榮膺「澳博德利賽車隊」
的冠名贊助商和特約合作
夥伴，全力支持車隊出戰
第65屆澳門格蘭披治大
賽車。此外，車隊繼續獲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
份有限公司擔任協力推廣
單位。

首屆Invotech（創科匯）Firestarters大獎日前正式頒
發，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有利集團執行董事黃慧敏等
10家公司和個人日前獲得殊榮。Invotech讚揚各得獎者
燃點希望，在香港和大灣區以熱情推動創新和科技，激
發無數人投身其中。
頒獎典禮由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擔任主禮嘉賓並
發表主題演講。得獎者在創新和科技領域，展示了超前
的領導力和創業精神，並致力促進連繫和共容，在推動
智慧城市的概念給市民方面不遺餘力。在他們當中，只
有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和黃慧敏，分別在公司和個人類
別獲得最高榮譽白金獎。
新世界發展以其創新平台/創業孵化器—Eureka
Nova，給評審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Eureka Nova由新
世界發展的執行副主席兼總經理鄭志剛創立，平台一方
面幫助有志創業的年輕人建立聯繫，並在他們的創業過
程中提供全方位支援，同時動員新世界發展旗下部門機
構，贊助和培育這些初創企業，藉此把創新引進公司。

大會稱讚有利集團執行董事黃慧敏為「香港的神奇女
俠」。黃慧敏是創新建築和能源優化技術的先驅，也是一
位傑出的企業家。由她領軍建造的酒店，不但成為集團最
環保的項目，酒店的節能設計和措施有力降低運營成本，
幫助把投資回收期縮短至四年，是綠色建築的典範。
創科匯Invotech希望Firestarters大獎能激勵更多人加入

創新的行列，並在香港和大灣地區推動創新和創業精神。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
總裁李國寶（中）聯同該行的其
他高層管理人員，於中環東亞銀
行大廈舉行亮燈儀式，慶祝該行
成立一百周年。

■澳博德利賽車隊行政總裁小葉德利（左五）與到訪的澳門師生合照
創科匯頒發2018年Firestarters大獎

東亞銀行總行大廈
舉行一百周年亮燈儀式

■東亞銀行
特別於中環
總行大廈裝
設燈飾，慶
祝該行成立
一百周年。

澳門學生喜會澳博德利賽車隊
澳門大學何鴻燊東

亞書院及澳門教業中

學的師生應澳門博彩

股份有限公司（「澳

博」）的邀請，於日

前參觀澳博德利賽車

隊位於澳門大賽車場

的車房，並獲車隊行

政總裁小葉德利的親

切歡迎。

■澳博德利賽車隊行政總裁小葉德利（右五）、車
手岩士唐（右四）與澳博及合作夥伴臉書遊戲得獎
者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