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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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日經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前值50.3
1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終值，預測-0.8%，前
值-0.8%
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終值，預測1.4%，前值1.4%
2月製造業商業景氣指數，預測102.0，前值103.0
2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49.0，前
值48.2
2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2.0，前
值52.1
2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1.1，前
值51.0
1月公共部門收支短差，前值212.78億
12月耐用品訂單月率，預測0.2%，前值0.7%
初請失業金人數(2月9日當周)，預測22.9萬人，前值23.9
萬人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2月9日當周)，前值23.175萬人
國續請失業金人數(2月2日當周)，預測174.0萬人，前值
177.3萬人
2月費城聯邦儲備銀行商業指數，預測正14.0，前值正17.0
12月批發貿易月率，預測-0.1%，前值-1.0%
2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前值54.4
1月成屋銷售年率，預測500萬戶，前值499萬戶
1月成屋銷售變動月率，預測+0.8%，前值-6.4%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跌穿110.0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5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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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元 兌 日 圓 本 周 初 在
110.45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
略為反彈，周三曾走高至
110.95水平，收復上周尾段
大部分跌幅。美國聯儲局上
月會議後政策立場轉鴿，而
美國上周公佈的主要經濟數
據顯著轉弱，美元指數連日
下跌，市場不排除聯儲局本
周三晚公佈1月份會議紀錄將
不利美元表現之際，日本央
行行長黑田東彥本周二率先
發出傾向擴大寬鬆措施的言
論，日本10年期長債息率周
三下跌至負0.05%水平近兩年
多以來低點，帶動美元兌日
圓向上觸及110.95水平。

日企或把海外獲利調回本土
日本內閣府本周初公佈12
月 份機械訂單按月下跌
18.6%，來自政府及海外的訂
單分別下跌14.8%及21.9%之
外，更預期首季訂單將掉頭
下跌13%，預示日本首季經
濟將遜於第4季表現，而日本
財務省本周三公佈1月份貿赤
亦擴大至1.4萬多億日圓，是

連續4個月出現赤字，不過數
據依然未能令美元兌日圓重
上111水平，凸顯日圓稍後有
機會掉頭轉強。雖然黑田的
言論明顯欲抑制日圓攀升，
但下月底日本財政年度結束
前，不排除日本企業將陸續
把海外獲利調回日本市場，
對日圓構成支持。預料美元
兌日圓將反覆跌穿110.00水
平。
周二紐約 4 月期金收報

1,344.80 美 元，較上日升
22.7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
企穩1,320美元水平，周二升
幅擴大，重上 1,340 美元之
上，周三曾走高至1,346美元
水平10個月高位。繼歐元區
經濟放緩，美國經濟數據近
期亦掉頭轉弱，加上日本央
行行長黑田東彥揚言擴大寬
鬆行動，反映主要央行的政
策均逐漸偏向寬鬆，帶動金
價升勢轉急。隨着美元指數
本周三向下逼近96.40水平兩
周低點，跌幅有擴大傾向，
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
1,355美元水平。

貨幣政策存變數 宜分散配置

富蘭克林華美多重資產收益基金經理人王
棋正分析，全球市場去年第4季的大幅

修正，主要是中、美經濟遭遇逆風且貨幣政
策偏緊所致，而美聯儲加息意向轉鴿後，大
幅激勵股市表現，同時中國人行降準與實施
定向中期借貸便利操作（TMLF），緩和資
金流動性問題，經濟數據亦有落底回升跡

象。在兩大經濟體一回穩、一見底下，資本
市場正迎來貨幣政策停止緊縮，且經濟觸底
反彈的極佳表現契機。

資產市場很可能轉為波動
不過王棋正認為，隨着未來美國經濟數

據向好的機率高，資金或再重新關注美聯

儲政策動向，且資產表現正持續收復2018
年修正幅度，因此市場很可能逐步進入較
為波動的情境，當主要央行重拾利率正常
化進程，資產仍有大幅度區間整理風險，
突顯此刻配置多重資產類別基金的重要
性，透過各類型資產部位適時調整，有助
投資表現盡可能維持平穩，應對風險與機
會並存的轉折情境。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建議，多重資產類型基

金透過資產配置降低波動度，取得股息、債
息與潛在資本利得等多重收益來源，追求中
長期回報。投資人可觀察操作策略與總體經
濟變化的契合程度、資產配置是否有效降低
波動度，並考量本身收益需求，找到適合的
多重資產類型基金進行投資，是攻守皆宜的
投資策略之一。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在美聯儲暫停加息、中國貨幣政策進一步寬鬆，以及中美

貿易談判傳順利進展的背景下，近期全球走出金髮女孩式

(Goldilocks)的股債雙漲行情。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對此表示，

投資人在關注各類資產漲勢之餘，仍須提前預防未來貨幣政策轉折對市場

帶來的波動風險，能靈活調整資產比重的多重資產型基金，會是攻守皆宜

的較佳佈局選項之一。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

風險胃納回升撐澳元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澳元兌美元周三上漲，有關中美貿易談判
取得進展的跡象提振人民幣，而多家央行發
出的鴿派信號支撐大宗商品價格。澳元兌美
元小漲至兩周高位0.7176，遠離上周低位
0.7054。彭博電視周一報道稱，美國正尋求
中國承諾不會讓人民幣貶值，作為旨在結束

兩國貿易戰協議的一部分。該消息推高人民
幣，這利好澳元。

加息預期下降 英鎊望回升
技術走勢而言，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

均已陷於超買區域，需慎防反彈動能將見弱
化。澳元兌美元於本月初的反撲受制於200
天平均線，倘若澳元兌美元若在短期內未能
守住0.70關口，或將見較大的下跌壓力，其

後較大支持料為0.68及年初低位
0.6715水平。上方阻力則會見於
0.7180及200天平均線目前位置
0.7280水平，較大阻力參考去年
12月高位0.7395。
英鎊兌美元周二上漲，因市場

人士寄望英國首相文翠珊本周將
在布魯塞爾舉行的退歐談判取得
進展，同時相對強勁的勞動力市

場數據提振了市場對英鎊的信心。文翠珊將於
周三在布魯塞爾會見歐盟執委會主席賈克，繼
續努力尋找讓英國議會通過退歐協議的途徑。
另外，官方數據顯示，2018年底，英國工人
薪資增幅為3.4%，為10年來最高。不過，隨
着越發接近3月29日退歐日，近月來經濟數據
的重要性已經退居次席。儘管薪資上漲，但鑒
於英國退歐的不確定性，市場已降低了對英國
央行今年收緊貨幣政策的預期。
技術圖表所見，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

正在上揚，MACD指標亦正上破訊號線，有
望英鎊兌美元續處回升走勢。上方阻力先看
250天平均線1.3185及一月份高位1.3216。倘
若以去年四月高位1.4376的累計跌幅計算，
38.2%的回升幅度為1.3315，進一步擴展至
50%及61.8%則會分看至1.3520及1.3720水
平。下方支撐回看 25 天平均線 1.2980 及
1.2890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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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氫
能產業受到資本追捧。繼李嘉誠投資百億在
廣東佛山參與投資氫能汽車項目後，鴻達
興業股份憑借自身氯鹼製氫的資源優勢進
軍氫能產業。鴻達興業集團董事長周奕豐
向香港文匯報透露，公司與北京航天試驗
技術研究所近日在京簽訂了氫能項目合作
協議。雙方將合作進行氫氣液化和加氫站
建設項目，以及進行氫能裝備製造及研發。
目前，內地氫能產業基礎設施匱乏、加

氫站建設不足，是制約氫能汽車商業化發
展的重要原因。有統計顯示，內地當前正
在運營的加氫站數量僅14座，預計到
2030年，內地需加氫站1,000座。周奕豐
說，正是看準了氫能產業的巨大市場需求
並結合自身資源優勢，集團正在佈局氫能
製備、存儲、運輸及應用全產業鏈發展。

應用於燃料電池汽車
氯鹼生產的氫氣具有成本低、純度高、

雜質少等特性，是氫燃料電池用氫的最佳來源。
據了解，鴻達興業擁有100萬噸氯鹼產能，目前
已取得在內蒙古烏海市建設8座加氫站的備案批
覆，正在積極進行項目開工的各項準備工作。
周奕豐指，北京航天試驗技術研究所是內地最

大的液氫生產及儲運應用單位，此次雙方合作生
產應用於燃料電池汽車加氫站使用的液氫，該項
目計劃在內蒙古烏海市生產液氫，採用鐵路、公
路等方式運輸，目標市場為全國的燃料電池汽車
以及部分高純氫氣用戶。

故宮博物院在2月19日，2月20日舉
辦元宵主題文化夜展，門票剛一

上線便遭秒殺瞬間預定一空，目前二手
市場上一票已經炒到數千元（人民幣，
下同）。對於故宮夜展的大受歡迎，業
內稱和其文創的爆紅不無關係，目前故
宮的文創產品已經是內地博物館中標杆
式的存在，多款產品一經推出便馬上成
為「網紅」。
上海戲劇學院新媒體領域副教授陳永

東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故宮在利用互聯網平台創新方面具有鮮
明特點，如利用網絡平台傳播、網上票
務銷售、線上辦展以及文創產品開發
等，尤其是文創產品目前大獲成功。

互聯網平台創新特點鮮明
從故宮近日公佈數據來看，其文創產

品在2017年收入已達15億元，其中網
絡上大火的故宮口紅已賣出90多萬套。

陳永東表示，從這組數據中不難發
現，故宮的文創產品銷售收入已經超過
了門票的收入，通常博物館的盈利主要
依靠門票，顯然故宮文創產業依靠互聯

網正在釋放巨大的活力和能量。公開數
據顯示，2016年故宮的門票收入6.5億
元，同年的文創銷售額已超過 10 億
元。

動向金匯
馮強

故宮文創年收入逾15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今年元宵佳節，故宮首

次開放夜場辦燈會，該文化活動不僅引發故宮門票遭秒殺，更使得

博物館文創產業獲得市場極大關注。據悉，目前內地文創產業正處

井噴期，10多家博物館依靠電商、新零售等渠道大獲成功，僅從故

宮一家博物館披露數據來看，其年文創收入逾15億元（人民幣，下

同）。

■故宮博物院在2月19至20日舉辦元宵主題文化夜展，市傳有關二手票炒價高達
數千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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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綠地控股透露，總投資300億元
（人民幣，下同）、由中國科學院大
學、青島市城陽區政府、綠地控股三方
合作開發的「中國青島·國科綠地健康
科技小鎮」昨正式啟動建設。綠地將高
效整合國內外頂級健康產業資源，將該
項目打造成內地健康產業示範新城。
據悉，「國科綠地健康科技小鎮」所

處的青島市城陽區，是環膠州灣經濟聚
集帶的中堅地帶。項目佔地面積約1,900
畝，總建築面積209多萬平方米，涵括
健康、科技、教育、消費、宜居五大核
心板塊。

打造一體化創新創業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項目將集聚中國科學

院大學的世界級科研教育、高層次人才

資源及信息優勢，依託綠地在城市綜合
開發等領域的專業能力與全球資源，打
造集教育培訓、科技研發、醫療健康、
創新創業於一體的健康科技新城和區域
性創新創業活力中心，樹立「政、校、
企」三方合作成功典範。項目建成後將
成為國際先進、內地一流的基礎教育、
醫療、科研高地，預計導入人口超7萬
人。

佈局「地產+多元產業」綜投
綠地控股董事長、總裁張玉良表示，

綠地與內地頂尖科研機構的合作，不僅
持續擴展、深化、升級，而且密切結合
地方發展中，新舊動能轉換需求，聚焦
切實可行的重大戰略項目，實現「地
產+多元產業」綜合投資模式在重點深
耕區域的新一輪佈局。自2016年以來，
蘇州、濟南、西安、武漢、成都、遵義
等極具發展潛力區域的項目陸續落地，
為綠地未來業績的穩健增長夯實基礎。

綠地健康科技小鎮動工
■ 氯 鹼 生
產 的 氫 氣
成 本 低 ，
是 氫 燃 料
電 池 用 氫
的 主 要 來
源。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