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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暫上落於 1.3100 至

1.3300水平。
金價：將反覆重上1,230美元水平。

候
油
組
下
周
會
議
結
果

加
元
暫
橫
行

動
向

金
匯

馮
強

新興股票型基金再獲青睞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11月底習特會前投資者觀望，另美國科技股沽壓

與油價重挫，增加市場對景氣放緩的疑慮，資金小

幅流出整體股市，然各市場資金流向不一。新興市

場與日股受資金青睞，然美股由前周的資金淨流入轉為淨流出，歐

股則在政治不確定壓力下持續資金淨流出。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依據研究機構EPFR統計(11月 15
日-11 月 20日)基金資金流向顯

示，股票型基金小幅資金淨流出9億
美元，美國股票型基金為資金淨流出
10億美元，日本股票型基金獲小幅資
金淨流入6億美元，歐洲股票型基金
為資金淨流出19億美元；整體新興市
場股票型基金獲資金淨流入10億美
元。

全球景氣放緩 不至降入衰退

全球景氣放緩趨勢成形，雖然不
至於陷入衰退，但因為中美貿易紛
爭等不確定性仍多，在美股尚未企
穩之前，全球股市震盪風險仍大。
建議投資策略納入防禦部位，增加
債券資產比重，逢反彈調降股票比
重，靜待中美政策明朗及股市止跌

訊號浮現。核心配置建議可靠攏新
興國家或地區高息債、做淡美國公
債與歐元的全球債券型基金、及美
國平衡型基金，股票部位則建議降
低成長型股票、增持如公用事業等
防禦型產業比重。

不明朗漸消除 釋放投資價值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股票團隊指

出，在當前眾多不確定因素當中，料
最重要的是「利率」，隨着央行貨幣
政策正常化進而推升利率上揚，將引
發匯率、股市及評價面的調整現象，
就像十月份成長型股票的修正，可能
引導資金轉進較便宜的價值型股票。
此外，全球貿易戰的焦點在中國，我
們將評估中國在不同產業供應鏈調整

下的相對競爭力，而英國退歐與意大
利預算也是短期影響評價的因素，然
而隨着這些事件逐漸釐清，相信市場
將會釋放這些區域中蘊藏的投資價
值。
富蘭克林黃金基金經理人史蒂芬．

蘭德指出，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升級與
美國的通脹壓力有利於金價，但強勢
美元卻對黃金帶來逆風，整體來看金
價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仍有潛在上漲動
能；目前的黃金價格接近金礦公司的
邊際成本，因此，儘管金價只有小幅
上漲，也會對金礦公司的現金流產生
巨大影響。此外，多數金礦公司一直
專注於改善其營運成本結構和債務，
我們認為這將有助於未來業績上漲的
潛力。

觀望氛圍 市場風險偏好受制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美斯

在本周20國集團(G20)峰會召開前
風險偏好依然脆弱，投資者關注中美
貿易談判進展。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11月30日-12
月1日的阿根廷G20峰會期間會面，
會晤的基調以及有關貿易的公告是市
場的主要關注點。另外，本周美國聯
邦儲備理事會(FED)亦將倍受關注。
美聯儲將公佈11月會議記錄，而且
包括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內的10位
聯儲官員將在周三的一個活動中發表
講話。

美元兌日圓暫受阻114.50
由於美聯儲和日本央行之間的貨幣

政策存在分歧，這支撐美元兌日圓近
月來持續走穩。美聯儲正處在貨幣緊
縮路徑上，而日本央行則因低增長和
低通脹，仍然致力於其超寬鬆的貨幣
政策。支撐美元兌日圓的另一個因素
是，日本投資者大舉投資於美國和其
他以美元計價的海外資產。

美元兌日圓走勢，圖表走勢所見，
當前較近阻力可留意114.50水平，之
前在10月初及11月中旬經歷了多次上
試不破，若後市終可衝破，料將可望
再展升勢，進一步目標看至115以及
115.50水平。另一方面，由今年3月底
的低位104.55引伸的上升趨向線至今
位於112.30水平，所以亦需提防若當
前顯著跌破此區，將見美元有進一步
回弱傾向。以黃金比率計算，38.2%的
調整幅度在110.70，50%及61.8%則會
在109.50及108.30水準。
美元兌加元走勢，匯價剛於上周三

進迫1.33關口，之前在7月份未能突破
此區下，輾轉回落至 10月 1日低位
1.2778，但如今又再重探1.33，需提防
若今趟破位，美元兌加元將會以「V」
字形態繼續上揚，下一級參考料為6月
高位1.3385。以2002年1月高位1.6188
至2007年11月低位0.9056的累積跌幅
計算，61.8%的反彈幅度為1.3465。較
大阻力料為1.3550。下方關鍵支撐料

在1.3110水平，此為起延自10月初的
上升趨向線，這同時亦是25天平均線
位置，倘若後市下破此區，技術上將

破壞這個多月來的上升態勢，延伸較
大支持料為1.30及250天平均線1.29水
平。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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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貿易平衡，前值156.0億赤字
截至10月的年度貿易平衡，前值51.9億赤字
10月進口，前值58.9億
10月出口，前值43.3億
10月工業經濟效益月度報告
11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94.0，前值95.0
11月製造業信心指數，預測104.1，前值104.9
11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15.8，前值116.6
11月工業聯盟(CBI)零售銷售差值，前值正5
9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價月率，前值0.3%
9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價年率，前值6.1%
9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價指數，前值266.0
9月標普/CASE-SHILLER 20個大都會地區經季節調整房價
月率，預測0.2%，前值0.1%
9月標普/CASE-SHILLER 20個大都會地區未經季節調整房價月率，前值持平
9月標普/CASE-SHILLER 20個大都會地區房價年率，預測5.3%，前值5.5%
11月世企研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35.5，前值137.9

美元兌加元上周早段持續受制1.3320附近
阻力後走勢偏弱，周四在1.3180附近獲得較
大支持，上周尾段曾反彈至1.3260附近，本
周初再次跌穿1.3200水平。加拿大統計局上
周五公佈10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為
2.4%，高於9月份的2.2%之外，數據更是連
續9個月高於加拿大央行的2%通脹目標，反
映央行自今年1月份至10月份之間的3次加
息行動均未能把通脹壓抑至2%水平。隨着加
拿大央行上月會議明顯淡化通脹升溫風險，
該通脹數據未對加元構成太大支持。

第3季GDP年增率或遜上季
雖然加拿大上周五公佈9月份零售銷售
按月回升0.2%，較8月份的增長停滯有改
善，但紐約期油上周五從每桶54美元水平
急跌至每桶50美元約13個月以來低位之
外，單日更有逾7%跌幅，反而導致加元上
周尾段掉頭下跌。此外，加拿大央行上月
會議預期今年下半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約為
2%水平，預示本周五公佈的第3季GDP年
增率可能遜於第2季的2.9%升幅，限制加
元反彈幅度，而市場等候石油輸出國組織
下周四會議結果之際，預料美元兌加元將
暫時上落於1.3100至1.3300水平之間。
上周五紐約12月期金收報1,223.20美元，

較上日下跌4.8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五受制
1,228美元水平後走勢偏軟，逐漸回落至
1,220美元附近，本周初呈現反彈，再次向上
觸及1,228美元水平。美元指數本周初未能
持穩97水平後掉頭回落，而市場仍在觀望英
國脫歐協議下月中旬能否獲得下議院通過之
際，G20峰會將於本周五召開，部分避險資
金繼續傾向逢低吸納，有助金價表現。預料
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230美元水平。

� ����

����	

����

�����

�����

'����
���

���������
������������

���(
���(
���(

香港文匯報訊 為配合香港發展成為智慧
城市，中華電力本月起至2025年，會在7
年間為服務範圍所有客戶安裝智能電錶，
以配合嶄新數碼服務和不同的用電管理方
案，優化供電安全及可靠性，並推動節能
生活模式。

更換工程料歷時7年
智能電錶安裝計劃將分階段進行，在首
兩年（2018年11月至2020年），中電將先
為長洲、大嶼山、坪洲、屯門、西貢、將
軍澳、長沙灣、美孚，以及粉嶺的住宅和

中小企客戶，安裝智能電錶。其他地區的
客戶將於隨後5年陸續更換智能電錶。中電
將根據各區機械電錶的到期壽命、更換工
程的整體成本效益，以及維持供電可靠度
等考慮因素，擬定安裝智能電錶的時間
表。
中電總裁蔣東強表示，智能電錶及通訊

系統能為客戶提供適時的用電資料及其他
相關服務，幫助客戶有效管理用電量。期
望智能科技能成為管理用電的工具，讓客
戶實踐低碳的生活方式。
智能電錶及通訊系統是智能電網的重要

部分。電力公司可透過系統為客戶提供詳
盡的用電資料及嶄新服務，鼓勵節約能
源，減低高峰時段的用電量。
系統亦可讓電力公司更清晰掌握電網的

狀況，在颱風期間或出現電力系統事故
時，有助檢測受干擾的位置，從而縮短復
修時間，進一步提高復電效率，確保供電
服務安全可靠。
另外，中電將於明年中透過網上平台和

手機應用程式推出相應的服務，讓已安裝
智能電錶的住宅客戶，隨時隨地了解自己
的用電情況，更易管理用電量。

山東電商創新創業路演吸資中電為客戶全面換智能電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胡臥龍 山

東報道） 山東電商創新創業總路演上周在
濟南國際會展中心「開演」。從318家電商
企業裡脫穎而出的十家新動能企業，展開精
彩激烈的對決。路演現場精彩「論劍」，吸
引了投資機構的關注。最終，有4家企業獲
得資本的青睞，現場達成投資意向。
據悉，此次路演行業涵蓋了樂器製造、

沖印個性化定製、健康產品運營、農產品
電商、跨境運營、電商服務、智慧物流等
多個新興領域。山東省商務廳電商處處長
許冰波表示，創新創業總路演搭建起了山
東電商的展示平台、投融資對接平台和孵
化培育平台，營造出良好的創新創業環

境。

四家企業即場落實獲投資
經過總路演現場精彩激烈的角逐，壹畝

地瓜、星商電子、泰安諾泰、極客農場等
四家企業獲得資本青睞，現場分別與易起
資本、華耀資本、華納時代資本、中盛君
安等四家機構達成投資意向。
參加路演的韓都動力負責人李城告訴記

者：「通過這次總路演，我們對自己的商
業模式有了更清晰的認知，看到了行業領
域裡優秀的同行者，對電商領域的新模
式、新技術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於我們
今後的發展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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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法律學院課程緊貼社會需要
新增能源及環境法課程理論實用並重

中大法律學院開辦多項修課式研究生課
程 ， 包 括 法 律 博 士 （Juris Doctor,

JD）、法學專業證書（Postgraduate Certifi-
cate in Laws, PCLL），及法學碩士（Master
of Laws, LLM）課程。JD及PCLL均為法律專
業 資 格 課 程 （professional legal qualifica-
tion），JD適合持有非法律學科學士學位或於
非行使普通法之地區獲得法律學科學士學位的
人士報讀；PCLL適合持有法學士（LLB）、
JD或法律深造文憑（GDL），並有志在港成

為執業律師的人士報讀；持有LLB或具法律工
作相關經驗人士，可考慮報讀LLM課程。
學院開設的四個LLM課程（中國商法、普

通法、國際經濟法、能源及環境法），在學科
設計、內容安排和授課模式等方面，充分考慮
到學員的職業需要，各有側重。中國商業法適
合與內地有商務來往的人士；國際經濟法適合
從事國際商貿或金融工作的人士；普通法課程
則適合希望加深對普通法認識的人士報讀；於
2018-19年度首度開辦的能源及環境法課程是

學院回應社會對具備發展安全能源，減緩氣候
變化及保護環境相關法律知識人才需要而設，
為東南亞地區首個能源及環境法法學碩士課
程。課程讓學員深入了解能源和環境投資方面
的法律知識，介紹亞太區尤其是中國所面對的
獨特能源和持續發展問題，以及能源政策管
理。
學院的LLM課程深受國際認可，當中的中

國商業法課程自2013/14年連續四年於Eduni-
versal Masters Ranking取得最佳商法碩士課程

排名遠東亞洲區首二位。課程每年更吸引不少
海外學生負笈千里報讀，直至2018年，畢業
生成員分別來自四十個國家/城市，包括本
地、內地、東南亞、歐美、非洲及澳洲等。

中大法律學院課程資訊日：
時 間：2018年12月1日下午2至5時
地 點：中環美國銀行中心二樓法律學院

研究生部
網上報名：www.law.cuhk.edu.hk/PGIDay

籌備已久的石光中學
香港老三屆80多位同學
日前應石光中學老三屆
海內外同學聯誼會高英
會長之約，返鄉參加第
二屆理事會成員就職慶
典。在黃偉哲、陳文
棟、黃偉岱、施文誕四
位榮譽會長的帶領下，
於10月 18日早上，56
位香港校友乘坐高鐵G3006班車由西九龍站出發，一地兩檢過海關，輕鬆方便。
嶄新的月台、嶄新的車廂，難得的相聚，難得的體驗。四個多小時的行程，一路
上歡聲笑語。
19日中午，在石獅綠島國際大酒店，數百位海內外石光老三屆學子歡聚一堂。
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在古稀之年，迎來了久別的相聚。

東亞銀行日前宣布，其全資附屬人壽保險機構－東亞人壽
保險有限公司推出全新「e優選」儲蓄保險計劃（「該計
劃」）。該計劃為首個可以透過東亞銀行網站即時投保的儲蓄
保險計劃。
東亞銀行客戶只需繳付短至2年的每年定額保費，於該計劃
5年保單期滿時便可獲享高達3.3%的每年保證回報，而受保人
更兼享5年人壽保障。若受保人於保單生效期間不幸身故，指
定受益人可獲一筆過基本保費總額101%或相等於保證現金價
值（以較高者為準）的身故保障。
東亞人壽執行董事尹志德表示︰「投資市場持續波動，市民

對較穩健的儲蓄產品需求殷切，以降低整體投資組合的風險。
『e優選』儲蓄保險計劃正好提供一個理想的選擇，讓客戶既
可享有保證及穩定的回報，同時亦獲得人壽保障，令他們格外
安心。」

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於世界綠色
組織舉辦之「聯合國千禧發展目標—
綠色辦公室獎勵計劃」中，連續六年
獲嘉許，同時獲頒發「5+綠色辦公
室」及「健康工作間」標誌，以表揚
集團在辦公室持續實踐綠色理念，並
有效執行環保措施。集團旗下上市公
司—遠東環球集團有限公司亦連續第
三年參與此計劃並成功獲授予「3+綠
色辦公室」及「健康工作間」標誌。
在是次評審中，集團及遠東環球均成功在9個類別、共150項綠色辦公

室指標中，實踐遠高於30項指標的最低要求，並通過了嚴格之現場審
核。9個綠色辦公室指標類別分別為節約能源、節約用水、減少廢物、減
少用紙、綠色採購、資訊技術使用和處置、交通運輸、教育和意識、以及
綠色創新。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

（下稱「學院」）教學環境

優良，致力培育智慧、技能

與道德操守並重的法律人

才，為社會提供超卓的法律

服務。學院的師資優秀，教

研人員來自超過二十個司法

管轄區，熟悉各地法律及跨

國界的法律事務。

■中國海外集團榮獲世界綠色組織
「綠色辦公室」標誌

中國海外集團連續六年獲「綠色辦公室」標誌 東亞人壽推出
「e優選」儲蓄保險計劃

■近500位老三屆同學在石光母校新校園世紀大合照

石光中學香港老三屆歡聚一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