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企業家赴香港培訓考
察，昨天在香港金融管理學院
舉行開班典禮。在學院總監石
晶的主持下，董事長王中英為
開班致詞，執行院長張奕敏與
院長郭啟興親自授課。河北省
女企業家協會會長曹慧賢、石
家莊市商業聯合會會長張香蒲
率35位企業家聆聽講課，考
察交流，並開展人才培養、企
業上市、項目對接等多項合
作。藉港優勢，加速河北企業
的發展。

■圖／文：袁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山東省政府日
前正式印發《中韓（煙台）產業園建設實施方
案》，這個總規劃面積80.4平方公里的產業園將
支持開展各類先行先試，複製推廣改革試點經
驗，未來擬建設成為中韓對接發展戰略、共建
「一帶一路」、深化貿易和投資合作的先行區，
以及中韓地方經濟合作和高端產業合作的新高
地。
根據規劃，中韓（煙台）產業園依託煙台國
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保稅港區的政策優勢和煙台空港、煙台港西港
區等重大設施佈局，規劃兩個核心區和兩個拓
展區，總規劃面積80.4平方公里，重點建設新
能源汽車全產業鏈生產基地、新一代電子信息

產業生產基地、新材料研發生產基地、高端裝
備產業基地、生命科學產業中心和中韓現代服
務業融合中心。力爭到2025年，新引進韓資項
目100個以上，投資額超過20億美元，對韓進
出口突破100億美元。

放寬汽車醫藥准入門檻
此外，中韓（煙台）產業園將在汽車、醫藥、

化妝品等領域逐步放開准入門檻。比如將支持建
設中韓美容健康產業園、中韓醫療健康中心，延
長國外醫護工作人員在華執業許可期限至兩年有
效，推動中韓合作設立執業醫師、美容醫師和護
士及介護師培訓機構，打造韓國健康美容中國基
地；支持打造中韓文化影視基地等。

中韓（煙台）產業園建設方案出台 河 北 企 業 家 赴 港 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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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低至112.50水平。
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1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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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債殖利率續降 鷹派人士轉鴿

安聯環球投資多元信用債券基
金產品經理胡韡耀表示，全

球投資級公司債一周微跌0.13%，
其中美國投資級債上漲0.08%；歐
洲投資級債則下跌0.53%；在利差
部分，美國利差擴大5個基本點，

歐洲利差擴大8個基本點，分別來
到過去兩年來高點。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有鑑於美國

升息帶動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
（LIBOR）走高，以及全球金融環
境逐步正常化並較過去趨緊，可能

進一步帶動美元企業債的殖利率上
揚，意謂高評等券種在價格方面仍
將有較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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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股市續跌，且投資者擔心OPEC
（油組）減產計劃不足以阻止庫存
成長，導致原油價格跌破每桶54
美元，拖累高收益債的表現，全球
高收益債指數一周下跌0.44%，利
差放寬18點，已來到近兩年相對
高點；美高收下跌0.26%，歐高收
下跌0.88%，但與前一周相比，跌
幅已有減緩態勢。

美元高收益債宜選BB級和B級
在投資建議上，但漢遠表示，在

信用循環周期下半場時，高收益債
中較高信評的BB與B級債，可望
表現優於價值面與風險都相對不佳

的CCC級債，因此建議高收益債
投資者仍應以BB級和B級債為主
要持有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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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周美元收復先前部分的跌幅，
持續造成非美資產壓力，新興市場
債下跌、利差擴大；在債種方面，
新興主權債下跌0.55%，利差擴大
11點；新興企業債下跌0.27%，利
差擴大13點。
展望後市，原物料價格與拉美
資產表現相關性高，然而預期未
來原物料可能自高點回落，偏弱
走勢將可能使拉美資產承壓，但
有助於原物料淨進口區域，如亞
洲地區，配置上可留意相關輪動
機會。
（註：本周債券基金資金流向因

歐美感恩假期暫無更新）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股上周持續震盪走低，中美貿易局勢緊

張，導致公債殖利率持續下挫，帶動公債連

續兩周上漲，也成為今年以來表現最佳的債

券族群之一；風險性債券則續跌，新興市場債今年以來跌

至5%，高收益債累計跌幅也超過1%。過去被視為鷹派立

場的美國聯儲局副主席克拉里達（Richard Clarida）表示，

全球經濟增長有放緩跡象，並指出短期借貸利率接近中

性，市場鴿派解讀，認為此言論暗示聯儲局明年應該暫緩

加息速度，此刻投資者可考慮以多元信用策略為核心資

產，美元高收益債策略作為衝鋒收益。 ■安聯投信

風險偏好受制 澳元走勢受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美元兌日圓上周早段持穩
112.30水平後逐漸反彈，重
上113水平，本周初升幅擴
大，周三曾走高至113.90附
近兩周高位。美國聯儲局副
主席本周二發言支持加息，
增加聯儲局下月加息機會，
美元指數本周三曾攀升至
97.53水平兩周高點，帶動美
元兌日圓一度走高至113.90
水平。
不過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
近期顯著跌穿3.20%水平後
有逐漸掉頭回落傾向，加上
日本10年期長債息率經歷過
去3周緩慢下跌，本周三出
現反彈，向上逼近0.1%水平
1周高點，有助抑制美元兌
日圓的升幅。
另一方面，日本總務省本月
14日公佈第3季經濟呈現萎
縮，美元兌日圓反而受制
114.00水平後掉頭下跌，上周
二更一度回落至112.30水平3
周低位，凸顯美元兌日圓現階
段依然不容易向上衝破過去8
周以來位於114.00至114.50

之間的主要阻力區。

觀望G20會面結果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將

於本周三發言，而聯儲局周
四晚亦公佈11月份會議紀錄
之後，市場將轉為關注中美
兩國領導人在阿根廷G20峰
會上的會面結果。隨着部分
投資者憂慮聯儲局明年加息
步伐可能放緩，限制美元指
數升幅，預料美元兌日圓將
反覆走低至112.50水平。
現貨金價本周二受制1,225

美元水平後走勢偏軟，一度
回落至1,212美元附近，周
三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1,212
美元至1,215美元之間。聯
儲局主席鮑威爾本周三晚發
言之前，美元指數升幅放
緩，引致金價窄幅上落，但
歐元匯價走勢不振，美元指
數依然企穩97水平，將繼續
限制金價反彈幅度，令金價
存有一定下移壓力。預料現
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10
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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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升見至兩周高位，圍繞中美貿
易緊張局勢的擔憂提振避險貨幣，市
場焦點亦落在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周三
晚發表的講話，以及周四發佈的美聯
儲11月7日至8日政策會議記錄。市場
希望深入了解美聯儲對於當前周期升
息速度和次數的想法。外界廣泛預計
美聯儲下月將加息25個基點。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二在接受《華

盛頓郵報》採訪時，稱對美聯儲的
政策立場和主席鮑威爾不滿意。而

去年正是特朗普選定鮑威爾出任美聯儲主席。
特朗普曾多次因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立場而批評
美聯儲和鮑威爾，稱美國利率上升打擊經濟。
美聯儲副主席克拉里達周二的表態支持進一

步加息，不過他稱，收緊政策的路徑將依數據
而定。美元持穩還反映了圍繞這次G20峰會
的風險。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將在峰會期間會晤並討論貿易爭端問題。此
次G20峰會將於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布宜
諾斯艾利斯召開。
澳元兌美元徘徊於一周低點附近，因市場人

士在美中領導人舉行關鍵的貿易協商前感到不
安，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周一晚間接受《華爾街
日報》採訪時給這樣的樂觀情緒潑下冷水。
特朗普對《華爾街日報》稱，他預計將會把
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關稅稅率由目前的
10%上調至25%，並稱他接受北京要求推遲上
調關稅的可能性「非常低」。美國定於1月1
日將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關稅稅率由
10%上調至25%。澳洲經濟非常依賴出口，其
表現與中國密切相關。因此，全球保護主義升
溫不利於澳洲經濟和澳元。

慎防跌破承接區擴跌勢
技術走勢所見，澳元兌美元近月走勢形成雙頂

的初步形態，頸線位置為 11 月 13 日低位
0.7164，要慎防若澳元後市跌破此區，則會向下
繼續推進，延伸目標將看至0.7040及0.70關口。
而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已呈下行，

MACD指標跌破訊號線，亦示意匯價向下的
傾向。阻力位預估在0.73水平。另外，以自6
月起的累計跌幅計算，50%及61.8%的反彈幅
度分別為0.7360及0.7435水平。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香港時間

21：00

21：30

21：30

23：00

國家

德國

美國

加拿大

美國

報告

11月消費者物價指
數(C*I)月率初值

11月消費者物價指
數(C*I)年率初值

11月消費者物價調和
指數(HIC*)月率初值

11月消費者物價調和
指數(HIC*)年率初值

10月實質個人支出月率

10月個人所得月率

10月個人支出月率

10月核心個人消費支
出(*C-)物價指數月率

10月核心個人消費支
出(*C-)物價指數年率

10月個人消費支出
(*C-)物價指數月率

10月個人消費支出
(*C-)物價指數年率

初請失業金人數
(11月24日當周)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
均值(11月24日當周)

續請失業金人數
(11月17日當周)

第三季流動賬平衡

10月成屋待完成
銷售指數

10月成屋待完成
銷售指數月率

預測

0.2%

2.4%

0.2%

2.3%

0.4%

0.4%

0.2%

1.9%

22.0萬人

166.4萬人

115.0億
赤字

104.6

0.5%

上次

0.2%

2.5%

0.1%

2.4%

0.3%

0.2%

0.4%

0.2%

2.0%

0.1%

2.0%

22.4萬人

21.85萬人

166.8萬人

158.8億
赤字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