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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
初值，預測1.8%，前值1.9%
12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HICP年率初
值，預測1.1%，前值1.1%
11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環比，預
測-0.2%，前值+0.8%
11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同比，預測
4.1%，前值4.9%
12月非農就業崗位，預測增加17.7萬
個，前值增加15.5萬個
12月民間部門崗位，預測增加17.5萬
個，前值增加16.1萬個
12月製造業崗位，預測增加2.0萬個，
前值增加2.7萬個
12月政府部門崗位，前值減少0.6萬個
12月失業率，預測3.7%，前值3.7%
12月平均時薪月率，預測0.3%，前值
0.2%
12月平均時薪年率，預測3.0%，前值
3.1%
12月每周平均工時(小時)，預測34.5
小時，前值34.4小時
12月就業參與率，前值62.9%
12月就業崗位變動，預測增加0.55萬
個，前值增加9.41萬個
12月失業率，預測5.7%，前值5.6%
12月就業參與率，前值65.4%
11月工業產品價格月率，前值0.2%
11月工業產品價格年率，前值5.3%
12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終值，前值53.6
12 月Markit 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終值，前值53.4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重上1.145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9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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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本周三未能向上衝破1.1500美元
主要阻力關位後掉頭回落，周四早段曾
向下逼近1.1305美元水平約3周以來低
位。美元兌日圓周四澳紐匯市時段輕易
跌穿108水平後出現閃崩，一度向下逼近
104.90水平9個多月以來低位，拖累歐元
兌日圓交叉匯價急挫至118.80附近20個
月低位，引致歐元兌美元遇到下行壓
力。
雖然Markit本周三公佈德國12月份製

造業PMI下跌至51.5的33個月低點，連
帶歐元區12月份製造業PMI亦回落至
51.4水平34個月低點，但歐元過去3周均
依然守穩1.13美元水平，反映部分投資
者現階段有逢低吸納歐元傾向，將有利
歐元稍後作出反彈，而市場將關注歐洲
央行本月24日政策會議結果。

長債息擴跌幅 美元升勢受限
另一方面，歐元兌日圓以及英鎊兌日

圓等主要交叉匯價連日下跌，對美元指
數構成支持，不過歐元匯價顯著持穩
1.1300美元水平之上，將有助抑制美元指
數升幅，美元指數近日遲遲未能重上97
水平。
隨着美國長債息率跌幅擴大，有助限

制美元升勢，若果美國本周五公佈的12
月份非農就業數據仍未能帶動美元指數
擴大升幅，則預料歐元將反覆重上1.1450
美元水平。
周三紐約2月期金收報1,284.10美元，

較上日升2.80美元。美元指數本周三呈
現反彈，金價一度偏軟，但現貨金價持
穩1,278美元水平後掉頭回升，周四更上
揚至1,292美元水平6個月以來高位，走
勢有進一步上移傾向。
此外，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本周五

將發表談話，而隨着美國兩年期及10年
期債息持續反覆下跌，加上全球經濟趨
於放緩，避險資金繼續流入金市，不排
除金價將延續過去7周多以來的反覆上行
走勢。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95
美元水平。

美高收益債投資價值現

安聯美元高收益基金產品經理但漢
遠表示，從高盛最新的報告來看

高收益債，其利息保障倍數持續上
升，從2.4倍上升至2.7倍，為1997年
統計以來最佳，基本面無虞；且近期
高收益債殖利率已上升至8%，利差上
升至近539點，明顯具有長期投資價
值，建議投資者仍可以體質較為穩健
的BB級與B級債為主投資。

違約率仍遠低於長期平均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經理人

林素萍也表示，目前持續正面看待高

收益債、可轉債，並中性看待美股，
以高收益債而言，在景氣偏溫和時，
可望有不輸股票的表現，且目前槓桿
倍率、利息保障倍數都相當正面，雖
然2019年違約率可能從1.8%上升至
2%，但仍遠低於長期平均的3.5%。
在新興債市方面，根據美銀美林引

述EPFR資料，截至去年12月26日當
周，新興市場債資金一周淨流出15億
美元，速度較前周的20.2億美元趨
緩，資金已連續12周流出新興市場
債；券種方面，美元債及當地債本周
均為淨流出。

留心重大事件密集公佈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經理人

許家豪表示，2019年初重大事件密
集，市場將關注最新經濟數據以評估
衰退風險，除此之外，中國及意大利
的財政政策/預算、英國脫歐進展、中
美貿易談判等事件，投資人可持續留

心。
德意志銀行分析，與去年相比，新
興市場2019年可能有「對比性表的
現」──若歐洲風險獲得控制、貿易
爭端未產生短期重大影響、中國經濟
成長率維持在6%以上、成熟國家的政
策緊縮逐漸紓緩，將有助延長此波經
濟循環，對新興市場帶來支撐。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上周美股在重挫至20個月低點後，特朗普再次

發言安撫市場，帶動股市創下9年來最大單日漲

幅，公債殖利率也大幅震盪，風險性債券則因放

寬的利差尚未收斂回來而下跌。業界認為，儘管高收益債隨美股

重挫時下跌，沒有隨美股反彈而走揚，但從「利息保障倍數」來

看，投資價值已經浮現，建議投資者可展開佈局。 ■安聯投信

澳元失守0.7 關 弱勢續見延展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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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匯市於周四早上出現閃崩，日圓兌主要貨

幣瞬間出現大漲，因全球經濟增長風險加劇
促使投資者尋求避險資產，放大假日清淡市
況中的波動。蘋果罕見地發出獲利預警，加
劇了市場避險情緒，也令全球需求下滑擔憂
加重。蘋果周三調降最近一季營收預估，因
中國市場的iPhone 銷售放緩。
而此前一系列調查顯示，歐亞多
數國家12 月製造業活動都出現
明顯降溫，促使市場人士湧向被
視為具避險屬性的日圓。美元兌
日圓一度跌至104.96，創 2018
年3 月以來的最低水準，隨後收
復部分失地。避險情緒飆升，持
有日圓空倉數月之久的投資人的
止損單因而遭到大量觸發。由於
日本周四仍放假，較低的流動性
放大了日圓的漲勢。

澳元兌日圓曾見逾7年最低
澳元兌日圓周四亦遭遇一波自

動賣盤打壓，同時亦拖累澳元兌
多種主要貨幣挫至數年低點，而
以澳元計價的金價更觸及紀錄高
位1,894.02 澳元。在流動性稀
少和一些程式賣盤的夾擊下，澳
元兌美元一度下跌近4%，跌至
2009 年3 月以來低位0.6715；
之後，隨着交易趨於平靜以及手
動交易取代自動交易，澳元扳回
多數跌幅。澳元兌日圓則一度跌
至72.26 日圓，為2011 年底以
來最低。
技術走勢而言，圖表見10 天

平均線已跌破 25 天平均線，
MACD 亦告下破了訊號線，而
澳元兌美元由去年10 月26 日低
位 0.7021 升至 12 月 3 日高位
0.7394，之後則徐徐回落至近兩
周所處於0.70 區域，直至本周
三終見輕微跌破0.70 關口，在
技術上本已預示着澳元兌美元將

會陷入進一步弱勢，再加上接着於周四早盤
的挫跌，令澳元走勢的前景更形黯淡。
估計當前支持參考 2016 年 1 月低位

0.6827 及周四剛創出的低位0.6715，下一級
將指向0.65 水平。上方阻力預估在近期的盤
整頂部0.7080，較大阻力料為25 天平均線，
在近月來都為上落的分界線，目前處於
0.7150 水準，後市需重新站回此水準上方才
可望澳元有扭轉弱勢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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瑆華1房戶蝕145萬甩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觀塘新盤
熱賣，惟未能刺激二手交投，部分業主為
求甩身甚至願意蝕讓。市區大坑瑆華近日
再錄蝕讓成交，1房戶業主賬面蝕一成半或
145萬元甩貨。至於元朗半新盤朗屏8號則
有2房戶業主扣除雜費，實蝕近30萬元離
場。
近月樓市調整，個別業主願意以低價沽
貨。世紀21北山地產梁淑儀表示，大坑瑆
華低層B室，面積383方呎，1房間隔，望
少量海景，以800萬元沽出予新買家作收租
用途，呎價20,888元，屬市價。不過，原
業主於2011年11月以945萬元購入上址投
資，持貨逾7年賬面蝕145萬元或15%。

朗屏8號2房實蝕近30萬
新界區同樣錄得蝕讓成交，利嘉閣地產
黃永全指，朗屏8號錄得今年首宗二手成

交，單位為2座高層H室，屬2房戶，面積
481方呎，原業主持貨不足3年放售，最初
開價800萬元，但因買家願意付10%額印
稅，最終以628萬元售出，減價172萬元或
約22%，呎價13,056元。原業主2016年9
月以625.1萬元購入單位，賬面僅賺近3萬
元，惟扣除稅項、代理佣金等雜項開支，
估計實蝕約28萬元離場。

康怡3房則王低價易手
消極氣氛「包圍」下，港島熱門屋苑鰂
魚涌康怡花園有3房則王以1,560萬元沽
出，造價低銀行估值逾一成。市場消息
指，單位為J座高層16室，面積902方呎，
以1,560萬元計算，折算呎價17,295元。據
土地註冊處資料，上址原業主1997年以公
司名義、斥980萬元買入，持貨22年，賬
面獲利580萬元或59%。

同類則王單位去年7月曾以1,668萬元易
手，單位為J座低層8室，實用面積902方
呎，呎價18,492元，上述成交呎價較高位
低6.5%。
另外，恒生銀行及中銀香港對新成交單

位初步估價分別1,800萬元及1,600萬元，
成交價較估值低2.5%至13.3%。
其他地區方面，中原地產何志忠表示，

上水中心錄得3座低層E室，面積351方
呎，2房間隔，業主放盤時開價約510萬
元，議價後減價約60萬元或11.8%，以450
萬元易手，呎價12,821元。此外，世紀21
物業魏仕良表示，鄰近港鐵寶琳站的將軍
澳翠林邨錄得輝林樓中層14室成交，面積
381方呎，業主於2018年11月放盤，叫價
468萬元(已補地價)，最終以398萬元(已補
地價) 承接，累減 70萬元或 15%，呎價
10,446元。

按揭熱線
早前某新盤熱賣，有婆婆以

98歲之齡購入約1,500萬元的
三房單位，成為全城熱烘烘的
新聞，筆者亦收到不少高齡人
士承造按揭問題的查詢。相信
很多人都不清楚，究竟以婆婆的資
格能否承造按揭？老人家打算置業
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
自政府2016年11月更改從價印

花稅(AVD)稅率規定，除首次置業
的香港居民外，其他人須繳付樓價
之15%的從價印花稅，繳付金額可
能差距甚大，因此首次置業名額彌
足珍貴，「借人頭」置業的趨勢應
運而生。
以此婆婆入市個案為例，假設

1,500萬元的物業，如非首置客須
繳付225萬元從價印花稅。但以首
置客身份入市，稅率只須3.75%，
實際稅款56.25萬元，大大節省
75%、近 170 萬稅款。

夥親屬申請增成功機會
但高齡人士若要申請按揭就要注意，因
限制較多，銀行一般會以75年或80年減
去人齡或樓齡計算可承造按揭的年期，並
以較低者為最終批核結果。舉例，一位按
揭申請者為60歲，而物業樓齡為50年，
銀行使用「80 減」作為最長的按揭年期，
即銀行不會以樓齡批出「80減50年」的
30年按揭年期，而是只會以「80減 60
歲」批出20年的貸款年期。以上述婆婆例

子，雖然有個別銀行以「85減」計算，但
若婆婆以單人名義作出申請，能夠承造按
揭機會十分渺茫。
若婆婆不打算全數支付，其實還有方

法可以申辦按揭。有個別銀行承認，長
者只要聯同借貸人一同向銀行申請按
揭，並由借貸人負責該單位日後供款，
仍有機會成功獲批。簡單來說，即有兒
女或親屬擔當按揭申請人，長者只是業
主身份，在此情況下，銀行將衡量借貸
人的財力來決定批出貸款與否，即要經
過銀行壓力測試等程序，與一般按揭分
別不大。

備妥「近親轉讓」避稅網
根據經絡按揭轉介研究部數據，60歲或

以上的銀髮人士，置業比例有上升趨勢。
去年第三季銀髮業主申請按揭比例升至
3%，即每 100人就有3位年齡超過或等於
60歲，屬有統計以來，4年按季新高。順帶
一提，如長者選擇建築期付款，就要考慮
上會時的健康問題，最好簽立平安紙安排
物業日後去向。
而若婆婆日後想轉名，可以「近親轉

讓」形式，把物業轉讓予近親，此方法除
可豁免額外印花稅外，而且可重置「首置
客」身份，不限時可重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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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絡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
劉圓圓

仲行：中資投地中標率大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曾在本
港「勇猛」搶地的中資發展商，鑑於全球
政經局勢不穩，加上內地政府採取措施限
制資金外流，令中資發展商搶地意慾減
少，更有個別中資出現財困需賣地套現，

近期已鮮有出現在投地的報道中。仲量聯
行昨日公佈的《住宅銷售報告》顯示，
2018年中資發展商在香港政府的賣地市場
競投住宅地皮的中標率顯著下跌，由2017
年的70%大跌至去年的27%。

報告指，去年政府推出招標出售的11幅
住宅地皮，只有3幅由中資發展商投得，包
括由保利置業投得的油塘住宅地皮，以及
高銀集團及中國海外發展分別投得的舊啟
德機場跑道的兩幅地皮，其中兩幅地皮中
標價為市場估值下限。其他住宅地皮大多
由本地大型發展商投得。

■■上周特朗普再次發言安撫上周特朗普再次發言安撫
市場市場，，帶動公債殖利率也大帶動公債殖利率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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