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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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AIG服務業指數，前值55.1
11月加班工資，前值1.9%
11月建築許可，預測0.0%，前值-1.5%

11 月民間住宅建築許可預測-0.5%，前
值-1.5%

11月經季節調整出口月率，預測-0.3%，前
值+0.7%

11月經季節調整進口月率，預測持平，前值
1.3%

11月經季節調整貿易平衡，預測180億盈
餘，前值173億盈餘

12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月率，前
值-0.3%

12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
0.8%，前值0.9%

1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90，前值92
11月失業率，前值10.6%
11月失業率，預測8.1%，前值8.1%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293.8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729.9

12月房屋開工年率，預測20.50萬戶，前值
21.59萬戶

1 月央行利率決定，預測 1.75%，前值
1.75%

金匯錦囊
澳元：將反覆走高至72.30美仙水平。
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275至1,295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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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元上周四短暫失守68美仙水平後迅速反
彈，上周尾段重上71美仙水平，本周初受制
71.50美仙附近阻力，周二曾回軟至71.15美仙
附近。澳元兌日圓交叉匯價上周四跌穿76水
平後大幅急挫，在70水平尋獲支持後迅速掉
頭反彈，本周二進一步回升至77.75附近1周
高位，收復上周所有跌幅，對澳元構成支持，
加上美元指數失守96水平後跌幅擴大，該些
因素帶動澳元兌美元本周早段連日向上逼近
71.50美仙附近3周以來高位。

去年11月零售銷售或續好轉
另一方面，澳洲統計局本周二公佈去年11

月份外貿數據，出口值按月攀升1%，進口值
則按月上升2%，並且是連續兩個月呈現增
長，受到進口值擴大影響，貿易順差按月下降
4%，數據未對澳元走勢構成太大影響。此
外，澳洲去年7月份零售銷售增長停滯之後，
已連續3個月恢復增長，而10月份亦有0.3%
升幅，隨着去年11月份進口值繼續擴大，不
排除澳洲本周五公佈的11月份零售銷售數據
繼續好轉，有助第4季經濟改善。雖然澳元匯
價過去5周均處於反覆下行走勢，但澳元上周
在70美仙水平之下明顯獲得較強支持，同時
美國聯儲局有暫停加息傾向，將有助澳元從上
周四近10年來的低位進一步反彈。預料澳元
將反覆走高至72.30美仙水平。
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1,295美元附近阻力後
偏軟，周二曾回落至1,281美元水平。美國聯
儲局本周三晚將公佈去年12月份會議記錄，
而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本周四晚將再度發言，部
分投資者傾向先行沽金獲利，不過英國下議院
將於下周對脫歐協議進行投票，部分避險資金
繼續逢低吸納，有助限制金價跌幅。預料現貨
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275至1,295美元之間。

資金回籠美股元月行情有譜

近日利好美股的消息接連不斷，包
括美銀美林首席投資策略師 Mi-

chael Hartnett 於 4日發佈「該買進
了」報告，表示其特有的「牛熊」指
標已發出強烈「買進」訊號，該指標
是用來衡量資金流入或流出顯示投資
者是否過度反應。
目前讀數顯示「極端空頭」，觸發

2016年6月英國脫歐公投動盪以來首
次買進風險資產的訊號。Hartnett指

出，牛熊指標準確度極高，在達到
「極端空頭」時，自2000年以來出現
15次買入信號，全球股票在3個月後
平均回報率為6.1%。
Pivotal ResearchGroup最新報告指

出，受惠於數位廣告、網路服務業務
蓬勃發展，看好亞馬遜（Amazon）
今年股價有望再上漲超過20%，受此
激勵，亞馬遜7日股價大漲，超越微
軟登上市值王寶座。

投資銀行高盛則是看好網飛
（Netflix）未來 12個月股價可望上
漲近5成。另外，特斯拉（Tesla）7
日宣佈上海超級工廠正式開工，預
計年底開始量產Model 3。受到利好
激勵，網飛及特斯拉再度成為美股
領漲指標。

PE降至低於歷史平均水平
統一FANG+ETF經理人袁永騰表

示，按美股歷史經驗，元月是市場資
金重新進場佈局時刻，在去年第四季
美股遭遇重挫後，股市市盈率PE已
降至歷史平均水平之下。投資者只是
信心不足，需要更多的利好消息支
撐，一旦各種擔憂的情勢有所改善，
持股信心有望漸漸修復。儘管短期動
盪難免，但從目前發展情勢判斷，美
股有機會重回基本面。
袁永騰指出，主要觀察重點在於，

先前投資者對美國聯儲局不夠鴿派表

示不滿，在資金面顯露擔憂。此外，
對於中國經濟下行風險、削減需求，
進而可能拖累全球景氣也感到擔憂。
但是，近日情勢皆有明顯轉向訊號，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新釋出的溫和談話
安撫了投資者情緒，預期美國加息循
環已近尾聲。
在中國方面，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已經明確定調今年是「偏寬
鬆」立場，只缺真正推出實質政策，
中國人民銀行去年都只是「定向降
準」，4日宣佈「全面降準」對市場
釋放流動性，可視為是政策對經濟托
底的強烈訊號。
袁永騰認為，美國經濟維持穩健、

就業市場良好、消費動能強勁，今年
只要中國撐住自身經濟不發生硬着
陸，不拖累全球，則全球景氣放緩的
風險大幅下降，而美中摩擦預期是長
期議題，但只要雙方都願意以協商取
代報復與冷衝突，即是正向發展。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4日)釋出偏鴿派談話，

輔以優於預期的美國非農就業報告，加上多家外

資券商與投行發佈買進報告，遭遇重創後的

FAANG等科技新創龍頭股強力反彈，激勵美股連續兩個交易日

大漲。搭配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全面降準釋放流動性，美國和中國

恢復貿易談判，雙方官員都表達正面預期，利多消息提振全球投

資者樂觀情緒，資金回籠，美股元月行情有譜。 ■統一投信

市場風險偏好改善 美元受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美斯

美元在連續三個交易日下跌後持穩，受助於
中美貿易談判持續傳出正面訊息的扶助。美國
商務部長羅斯周一預計，美中兩國有可能達成
一項他們能接受的貿易協議。全球最大兩個經
濟體的官員本周重啟談判，試圖解決貿易爭
端。芝加哥交易商表示，周一中國進口商在過
去一個月內第三次大規模採購美國大豆，而當
日兩國官員結束第一天的談判。
美元兌瑞郎自去年11月開始持續走跌，至

近兩周更一直在下探着250天平均線，最低於

周二早盤觸及0.9784後掉頭回升；而250天線
目前位於0.9790，若後市匯價可明確下破，料
跌勢將進一步延續。

兌瑞郎或會失守0.9765
以去年 2月低位起始的累計漲幅計算，

38.2%的回吐水平為0.9765，50%及61.8%將
會達至0.9655及0.9545水平。下一級值得關
注將是0.95水平。上方阻力則特別留意下降趨
向線0.9920，若升破此區，將見美元兌瑞郎扭
轉近兩個月以來的跌勢，較大阻力看至50天
平均線0.9950及1.00關口，下一級則參考去年
11月高位1.0128。
紐元兌美元方面，在上周大升兩日後，本周

初走勢顯得有點遲滯，周一升見至0.6766後，
價位受阻於50天平均線0.6780；周二出現回
調，促成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亦見自超買
區域回落，或見紐元兌美元短線有調整風險。
預估支持先看100天平均線0.6680，關鍵則在
引伸自去年10月低位0.6424的上升趨向線，
目前位於0.66，警惕若後市失守於此區，將加
劇回調弱勢，延伸跌幅料為0.65及0.6460水
平。
上方阻力除了50天平均線0.6780，亦可留

意0.6820，為黃金比率61.8%的反彈水準，
較大阻力指向去年12月未能闖過的0.70關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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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向金匯
馮強

專家：上海自貿區新片區潛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上海自
由貿易區即將擴區，新址新功能均備受關注。在上
海財經大學等聯合主辦的「第六屆中國自由貿易試
驗區論壇」上，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長、原上海
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猜測，新片區某種
程度上將是爭奪亞太價值鏈集成的平台，料在金融
業與服務業開放方面有所突破，且會有「足夠大的
開發空間」。

料成爭奪亞太價值鏈集成平台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開幕式主旨演講中宣佈，將增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
試驗區的新片區。
上月坊間盛傳自貿區最新片區將落地臨港，但截
至發稿，官方尚未發佈任何確切消息。2015年，上
海自貿區曾首次擴區，彼時陸家嘴金融片區、金橋
開發片區、張江高科技片區三大片區亦被正式納
入。
談及新片區的目標定位，周振華認為，此次增設

新片區和上一輪自貿區擴區，顯然是不同概念，前

者某種程度上是在爭奪亞太價值鏈集成平台。
周振華解釋，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已從原來的

離岸調整到近岸佈局，所謂近岸並不是完全回歸本
土，而是以州、大陸為基點，建立供應鏈。「此前
跨國公司在選擇區位時，首先考慮成本，哪裡成本
低就在哪裡佈點，現在列為首要考慮的則是區位優
勢，即潛在市場規模，如是否可在亞太地區，形成
較為完整的區域性產業供應鏈。」

金融與服務業開放料有突破
與建區逾五年的「老」自貿區相比，周振華估

計，新片區在金融業與服務業開放方面會有所突
破。在他看來，貨物貿易已經沒有太大潛力，更具
潛力的板塊是新型服務貿易、數字貿易，新片區如
何在醫療保健、教育培訓、文化創意、數字交易等
方面取得突破，非常重要。
此外，新片區可能和原來的上海自貿區有另一個

較大區別，即前者不僅注重於開放和制度創新，而
且同時也注重開發，像當年浦東那樣，是開發開
放。

濰柴動力13G卓越動力總成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

南報道）濰柴動力（2338）昨日舉
行13G發佈暨卓越動力系統上市儀
式，此次推出的中國商用車動力總
成的最高配置將重新定義中國商用
車新標準。

據濰柴動力董事長譚旭光介紹，
這是中國商用車動力總成的最高配
置，搭載了具有最先進指標的濰柴
13G加強版發動機，以及最優配置
的法士特1810集成化AMT自動變
速器和漢德HDZ425單級減速驅動

橋。其中，13G加強版發動機B10
壽命180萬公里，功率最高可達650
馬力，其可靠性、油耗、噪音、輕
量化等指標均領先行業競品。他並
稱，濰柴動力近10年在發動機板塊
累計研發投入150多億元人民幣。

山東跨境電商力拓「帶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第
四屆山東跨境電商生態峰會日前在
濟南舉行。山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
任王雲鵬在致辭時表示，跨境電商
正成為山東外貿發展的新動能和產
業轉型的新引擎，未來將創新提升
跨境電商貿易便利化水平，加強與
「一帶一路」國家跨境電商合作。
峰會上，山東省商務廳與阿里巴

巴集團簽署「優商優品數字化出海

合作框架協議」。據悉，山東將進
一步深化與阿里巴巴集團合作，開
展「數字化出海」活動，推動跨境
電商與十強產業深度融合。

與阿里拓「數字化出海」
山東省商務廳副廳長呂偉發佈了

2019年山東全球市場開拓計劃。據
其介紹，2019年該省將全方位拓展
「一帶一路」市場，結合山東主要

出口商品，在匈牙利、俄羅斯和烏
茲別克斯坦等國舉行展覽等活動，
支持企業在匈牙利、越南、泰國、
俄羅斯等「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國
家和區域中心城市建設山東產品展
示展銷中心、商貿物流園區。同
時，將暢通與「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物流通道，加大「齊魯號」歐亞
班列開行密度，帶動更多山東產品
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