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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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AIG Manufacturing Index製造業
指數，預測51.3，前值58.3

11 月財新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預測50.1，前值50.2

12月Markit/IHS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PMI)，預測48.5/48.7，前值48.6

12月Markit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預測49.7，前值49.7

12月Markit/BME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PMI)終值，預測51.5，前值51.5

12月Markit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終值，預測51.4，前值51.4

12月Markit/CIPS製造業採購經理人
指數(PMI)，預測52.5，前值53.1

12月Markit經季節調整製造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PMI)，前值54.9

12月Markit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終值，前值53.9

金匯錦囊
澳元：將暫時上落於69.80至71.80美仙之間。
金價：將反覆上試1,290美元水平。

澳元從去年1月初的78.00美仙水平反覆下跌至
12月底的70.40美仙水平，有近10%跌幅。雖然澳
洲央行在11月份政策會議把去年平均經濟增長評
估上調至3.5%，令澳元上月初曾反彈至73.95美仙
附近約4個月高位。
不過澳洲統計局上月5日公佈的第3季經濟增長
卻放緩至按年上升 2.8%，明顯遜於第 2 季的
3.4%，反映央行對去年下半年經濟表現可能過於
樂觀，加上中美貿易戰增加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不
利商品貨幣走勢，反而拖累澳元12月下旬擴大跌
幅至70.15美仙附近約3年以來低位。
澳洲央行自2016年8月作出減息行動，已是連續

29個月按兵不動，而澳洲季度消費者物價指數年
率在2014年第2季觸及3%水平後，一直是低於央
行2%至3%通脹目標的中值水平。
隨澳洲央行在上月的政策會議上認為2019年
通脹年率將處於2.25%水平，依然低於央行的
2.5%通脹目標中值，預示澳元今年加息機會依然

不大，該因素將繼續限制澳元反彈幅度。
此外，澳元過去1周皆徘徊70.15至70.80美仙之

間的活動範圍，反映市場等候中美兩國貿易談判結
果之際，投資者對進一步擴大澳元波幅抱有戒心，
澳元短期有機會續處橫行走勢。預料澳元將暫時上
落於69.80至71.80美仙水平之間。

金價料反覆上試1290美元
現貨金價上周初迅速重上1,260美元之上，走勢

有繼續上移傾向，本周初曾走高至1,284美元附近
6個半月高位，延續過去7周以來的反覆上行走
勢。
美國 10 年期長債息率本周初進一步下跌至

2.70%水平約11個月以來低點，加上美元指數又回
落至96.11水平6周低點，對金價構成支持，預料
現貨金價將反覆上試1,290美元水平。

特別股中長期佈局點已至

富蘭克林華美特別股收益基金經
理人余冠廷表示，聯儲局去年

12月會議聲明顯示未來升息步伐將
更加謹慎，升息循環進入後期，加
上過去壓抑特別股的幾項利空因素
市場已大致反映或逐漸淡化，剩下
的就是資金信心不足，賣壓集中進
而加重跌勢。市場信心觀察指標之
一的特別股封閉型基金FFC，現階
段折價幅度罕見來到逾一成水準，
意味特別股很大機會進入末跌
段，出現較佳佈局機會。

嚴重超跌可望重獲資金青睞
余冠廷指出，目前S&P標普特別
股價格指數來到近8年新低位置，與
基本面相比呈現嚴重超跌，觀察具
代表性的北美最大公用事業服務業
者，以及美國高齡住宅地產商發行
的特別股，股價走勢均明顯落後於
普通股，顯示特別股市場傾向非理
性調整，只要資金調節力度趨緩，

隨時可能展開反彈。且特別股股價
回檔持續增加殖利率優勢，在市場
對高息固定收益資產的需求增下，
有機會重獲資金配置目光。而從歷
史經驗觀察，美國特別股在調整年
度過後，中長期可望有不錯表現。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認為，美中貿

易的和緩轉機及聯儲局緊縮貨幣周
期提前結束的預期，可望重振特別

股市場投資信心。
美國特別股主要發行產業基本面

並無疑慮，無論金融、非金融產業
特別股股息支付能力強勁，調整力
度僅止於評價面，未來深具反彈動
能與空間，具備非常好的投資價
值，可把握機會逢低進場，透過基
金分散佈局，建立中長期固定收益
資產部位。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國升息預期對固定收益類型資產造成壓力，加上全球資本市場震盪使投

資人提高現金比重，特別股被動式基金的資金調節加重特別股市場賣壓，8月

底起S&P美國特別股總報酬指數修正已近4個月。不過，隨美國聯儲局加息

周期可能提前結束、美中貿易協商不致失控，種種利空因素淡化使特別股市場可望迎來轉

機，加上股價調整使高息優勢與日俱增，更有機會吸引資金回流，帶動特別股止跌回升。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

油價跌勢暫緩 加元呈回吐風險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美元在年底清淡交投中下跌，因
市場對美中貿易爭端取得進展感到
樂觀，損害了美元的避險吸引力，
但美元仍錄得三年來最強勁的年度
表現。美元指數在 2018 年上漲
4.4%，是自2015年以來的最佳年度
百分比漲幅。英鎊兌美元亦見勉力
走高，見至三周高位1.2814。英鎊
兌美元在去年深受英退疑慮打擊，
累積貶值約6%。

英鎊中長期走勢或見趨好
英鎊兌美元走勢，技術圖表走勢

所見，MACD指標已上破訊號線，
10天與25天平均線形成利好交叉，
示意英鎊中長期走勢或見趨好跡
象；然而，亦要留意相對強弱指標
及隨機指數接近超買區域，更顯現
初步掉頭跡象。由九月至十二月的
累計跌幅計算，38.2%的反彈幅度

為1.2790，接近於本周一高位，但
匯價其後脫離高位，故若後市未能
穩居此區上方，則有出現回吐的風
險；而擴展至50%及61.8%的反彈
幅度則會達至1.2890及1.2985。較
大阻力將參考去年 11 月高位
1.3174。
至於下方支持預估在近月形成的

上升趨向線位於1.2660，若失守此
區，將加劇進
一步挫跌的傾
向，其後支持
將看至1.2610
及1.25水準。
美元兌加元

走勢，匯價自
12 月初突破
1.33 關 口 之
後，則持續上
漲，直至近日

在1.3670前終見升勢緩止，受助於
油價近期稍作喘穩；同時，亦見相
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已在超買區
域橫盤，似乎正醞釀回吐風險。倘
若以自10月初低位1.2778至去年底
高位 1.3664 的累計漲幅計算，
38.2%的回調幅度為1.3330，擴展至
50%及61.8%的幅度則為1.3220及
1.3120水平。較近支持見於25天平
均線1.3440水平。至於向上阻力參
考2017年5月高位1.3793，進一步
將直指1.40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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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望中美貿易談判 澳元暫橫行
動向金匯

馮強

陝旅業去年收入料近6000億

■受到油價跌勢暫緩影響，預計加元有回吐風險。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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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殷江
宏）山東省魯商鄉村振興產業基金在濟
南正式啟動，該基金由魯商集團與相關
金融機構和社會資本聯合設立，母基金
規模為50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首期
10億元已註冊完成，後期還將發起設立
若干子基金，使基金總規模達到500億
元，主要投資於鄉村振興和文化旅遊項
目。

計劃三年投資500億元
魯商集團總經理凌沛學在致辭時表

示，魯商集團計劃三年投資500億元，
力打造50個鄉村振興齊魯樣板魯商樣板
項目，擬整合國內外有利資源組建了山
東省創新研究院和山東鄉村振興齊魯樣
板研究院，創造「能吃、能住、能玩、
能購、能讓群眾富起來、能讓村集體有
收入」的鄉村振興齊魯樣板發展模式。
據悉，魯商集團現已考察儲備了多個項

目，泰安、濱州等地簽約6個項目，部分
項目2019年上半年即可投入運營。僅泰
安市岱岳區九女峰項目正式運營後就將帶
動19個貧困村約10,000人脫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西安報道）
陝西省近年加快發展全域旅遊，推進國際
一流文化旅遊中心建設，旅遊效益進一步
最大化。記者從陝西省政府新聞辦早前召
開的新聞發佈會上獲悉，2018年，陝西旅
遊業發展態勢良好，預計全年接待境內外
遊客6.3億人次，同比增20.54%；旅遊總收
入5,994.66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
24.54%。
據陝西省文化和旅遊廳新聞發言人孟寶
民介紹，據統計測算，2017年，陝西省旅

遊業直接增加值和綜合增加值佔地區生產
總值的比重分別為8.41%和15.48%；旅遊
直接就業佔全社會就業總數的比重為
12.33%；旅遊業直接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
產投資的比重為11.23%；旅遊業直接實現
稅收佔全社會稅收總額的比重為9.27%。

在建旅遊項目逾1000個
為提高旅遊供給體系品質，陝西省通過旅

遊項目建設持續引領產業發展。據介紹，
2018年，陝西在建旅遊項目超過1,000個，

預計完成投資突破1,300億元，同比分別增
長28.9%和15.5%。其中，投資超50億元的
項目25個，超百億元的項目15個。「以大
帶小、梯次銜接、功能互補」的項目格局正
不斷推動旅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孟寶民並介紹，鄉村旅遊的快速發展在

成為鄉村振興重要引擎的同時，也極大地
推動了全省旅遊經濟的發展。2018年，陝
西鄉村旅遊預計接待境內外遊客2.48億人
次，同比增長22.5%；旅遊收入348.9億
元，同比增長26.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深圳報道）數
字中國建設成果將集中展出。第二屆數字
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將於2019年4月在福
州召開。記者從展會主辦方了解到，華
為、中興、大疆、柔宇科技等互聯網、人

工智能、物聯網領域的業界明星企業將參
展。展出內容包括數字政府服務、數字生
活，參展商將以互動體驗項目為主，向觀
眾集中展出數字技術對人們生活方方面面
的改變。

本次展會面積將超過4萬平方米，初步設
定綜合展區、數字政府展區、數字經濟展
區、智慧社會展區、數字生活展區等五大
展區。
去年4月，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在福州

市舉辦，展覽會集中展示了十八大以來中
國電子政務和數字經濟、智慧社會等領域
的創新成果。

第二屆數字中國展會4月召開

山東魯商鄉村振興產業基金啟動

去年首11月河南民企進出口按年增近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記者從鄭州海關日前獲悉，2018年
前11個月，河南省民營企業進出口總值
達1,366.3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26.6%，佔同期該省外貿總值27.2%，佔
比較上年同期提高2.9個百分點。其中出

口986.6億元，增長28.1%；進口379.6億
元，增長22.8%。
11月，河南省民營企業進出口157.4億
元，增長25.8%。其中出口109.7億元，
增長 24.2%；進口 47.7 億元，增長
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