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暫時上落於110.50至112.50水

平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31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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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息近頂 利好全球資產市場

聯儲局及美國總統特朗普（Don-
ald Trump）也深知這一點。

局方在貨幣政策上若稍有不慎，將
會摧毀漸漸脆弱的經濟擴張周期，
因此，我們相信當局將盡力延長周
期，不會在加息上過於進取。

美元看淡 新興市場壓力減
聯儲局態度轉鴿，強勢多時的美

元也將見頂，對於全球資產市場是
一大好消息，尤其可望紓緩亞洲或
新興市場的壓力。於是，我們於去
年年底起靈活波段增加股票的持

倉。後來中美的貿易談判有進展跡
象，特朗普更露口風，指中美貿易
談判期限有可能推遲，令亞洲股市
急速反彈，我們遂於一月減少股票
避險而獲利。除了中國，我們也看
好日本、新加坡 REITs及韓國等亞
洲股市的前景。
短期而言，我們對美元抱中性看

法，但長期的看法則比較悲觀，始
終美國仍然面對雙赤問題（即財政
赤字及經常賬赤字），美元走勢長
線難言樂觀。
債券方面，由於加息周期已屆尾

聲，目前美國國債孳息處於2.5至3
厘的水平，對投資者是有一定的吸
引力，始終美債向來被市場視為無
風險利率，在經濟增長放緩的環境
下，能為投資者帶來一定的保障，
倘若遇上任何突發或負面事件，美
債也是重要的資金避險港之一。

看好亞股及新興貨幣債券
除美國國債以外，我們看好投資

級別債券多於高收益債券。雖然高
收益債券的孳息抽升了不少，吸引
了部分投資者的目光，然而我們更
為重視信貸質素，而投資級別債券
能提供較為穩定的收益。美元見
頂，除了帶動近期亞洲股市反彈，
也利好新興市場貨幣及債券，然而
拉丁美洲等地的地緣政治風險較
高，亞洲債券市場相對上是較為可
取的地區。
總括而言，在周期末段，市場走

勢變化多端，難有單一的資產類別
能給予穩定的風險調整後回報。投
資者既想有一定的下行保障，又想
取得投資成果，實非易事，因此，
以較為靈活的手法投資於多元化資
產，分散投資於各類型的股票及債
券，並按市況作出策略性調整，不
失為可取的做法。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隨着環球經濟增長放緩，聯儲局的態度亦

逐漸由鷹轉鴿，我們跟市場一樣，去年本預

計聯儲局於今年有望加息兩次，後來已預期

逐步下調。到現時我們相信聯儲局或只會加息一次，此後加

息周期或將暫告一段落。由於美債的孳息曲線趨勢平坦，衰

退之說已甚囂塵上，我們認為衰退雖然暫時未至，但相關風

險確實值得關注。美國財政刺激措施的效力已大為減弱，同

時，中美貿易摩擦亦為美國經濟及消費前景添上陰霾，近期

數據反映經濟動能已逐漸轉弱，而美國衰退的話，全世界也

會受到波及。

■施羅德北亞地區多元化資產產品主管 于學宇

貿易談判樂觀 澳元獲支持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澳元周二走穩，因受圍繞中美
貿易談判和北京計劃實施刺激支
撐經濟的樂觀情緒影響，高風險
資產獲得青睞。歐盟同意在英國
議會就退歐協議舉行投票前修改
該協議，推動英鎊上揚，這也提
振了市場整體人氣。英退歐問題
的進展也激勵股市走揚。新華
社官方微博「新華視點」周二
報道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
劉鶴上午7時應約與美國貿易代
表萊特希澤及財政部長姆努欽
通話，雙方就文本關鍵問題進
行具體磋商，並確定了下一步
工作安排。
在技術面方面，澳元兌美元

仍可勉力守住0.70這個心理關
口。另外，相對強弱指標及隨
機指數亦已橫盤於超賣區域多
日，短期或會醞釀重新上漲的
動力。上方阻力預估在0.7180
及200天平均線0.7250水平，較
大阻力參考去年 12 月高位

0.7395。至於澳元兌美元支持
位除了繼續關注 0.70 水準之
外，較大支持則預料為0.68及
今年初低位0.6715水平。

經濟低迷 歐元續承壓
美元周一走低，因美國零售

銷售數據喜憂參半。美國商務
部公佈，1月零售銷售意外攀
升，受建築材料採購和可自由支
配支出增加提振，但12月數據被
大幅下修。歐元兌美元則相應尋
獲支撐，受英國退歐相關消息和
風險偏好改善影響；近期歐元區
經濟低迷令歐元承壓。
技術圖表所見，近兩個多月

來，歐元兌美元的低位維持着
一浪低於一浪，1月10日高位
1.1570，1月31日高位1.1515，
2月底高位1.1420，至今仍然有
重新探低的傾向。支持位預估
在1.12，由去年11月底至今都
一直險守着此區；明確跌破此
區，下試區域指向1.11以及1.10
關口。阻力位則繼續留意
1.1320，較大阻力料為 1.14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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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日圓上周五在110.75附近獲得較大
支持，本周早段呈現反彈，周二曾走高至
111.45附近。日本內閣府上周五將日本第4
季GDP向上修訂，按季及按年分別增長
0.5%及1.9%，均高於前值的0.3%及1.4%升
幅，加上美國同日公佈的2月份非農就業數
據弱於預期，拖累美元指數掉頭回落，美元
兌日圓一度跌穿111水平。不過英國首相文
翠珊取得歐盟同意修改部分脫歐協議內容，
消息帶動英鎊重上1.32美元水平，英鎊兌日
圓交叉匯價亦連日上升，周二向
上逼近147.80水平1周高位，引
致美元兌日圓周二反彈至111.45
水平。
另一方面，日本總務省上周五
公佈1月份兩人或以上家庭月度
平均消費實質支出(變動調整值)按
年上升2%，高於12月份的0.1%
升幅，而日本厚生勞動省同日公
佈1月份人均實質工資按年攀升
1.1%，與12月份相若，顯示工資
增長逐漸穩定。
此外，日本工業生產連月下
跌，同時外貿又連月赤字，預示
日本首季經濟有下行壓力，市場
將關注日本央行本周四及周五連
續兩天的政策會議是否傾向進一
步作出寬鬆行動，投資者現階段
對過於擴大日圓波幅抱有戒心。
預料美元兌日圓將暫時上落於
110.50至112.50水平之間。

美元回落 助金價反彈
周一紐約4月期金收報1,291.10美元，較

上日下跌8.2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
1,299美元水平後走勢偏軟，周二大部分時
間窄幅處於1,292至1,297美元之間。美國聯
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不急於調整利率後，美
國本周初公佈 1月份零售銷售小幅回升
0.2%，不過卻把12月份零售數據向下作出
修訂，預示美國第4季GDP頗有機會被向下
修訂，美元指數本周二曾回落至96.90水
平，有助金價反彈。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
上1,310美元水平

動向金匯
馮強

香港文匯報訊 佳兆業（1638）昨宣佈，集團首
筆長租公寓資產支持專項計劃獲深交所發出無異議
函。該專項計劃採取分期發行方式，發行總額不超
過30億元（人民幣），發行期數不超過20期。
本次專項計劃獲批，是佳兆業響應國家發展長租
公寓產業，有效為長租公寓資產增值的重要實踐，
既可為集團提供流動性，長遠有利於集團繼續向市
場提供更多優質長租公寓及服務，亦有助於集團提
升投資收益率。本次發行將以佳兆業運營的長租公
寓租金收入現金流作為首要還款來源。

港居全球金融中心三甲

該行報告顯示，去年中資境外房地產投資總額
從2017年的354億美元，減少至75億美元，

減幅達79%，並於下半年成為境外房地產的淨賣方
（net seller）。

跨境地產投資 仍居亞洲第三大
不過，儘管如此，中國內地仍是新加坡和香港之

後的亞洲第三大跨境房地產投資資本來源地。
世邦魏理仕亞太區研究部副董事鍾啟文表示，數

據結果不但反映出中資出海步伐放緩，更顯示了亞
洲資本的周期性資產組合再平衡、以及前瞻性投資
戰略調整趨勢。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資投資總額
的下降，實際上也為區域內新進戰略性投資者增加
跨境投資，提供了潛在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奕霞）山東
省今年計劃投資1,622億元（人民幣，
下同）用於綜合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其
中，較受關注的新建青島膠東國際機場

擬再投資203億元，將於今年9月實現
轉場運營。
山東省交通運輸廳廳長江成在表

示，2019年該省公路建設計劃投資997

億元，鐵路建設327億元，港航建設
80億元，機場建設180億元。「着力
構建四通八達公路網、內通外聯鐵路
網、現代集約港航群以及多層覆蓋機

場群。」據介紹，目前在建的青島膠
東國際機場，總投資416億元，已累計
完成投資213億元。濟南遙牆國際機場
二平滑及配套站坪項目也預計今年建
成投用。
此外，山東省今年在建和新開工港口

及內河重點項目8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英國智庫
Z/Yen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以下簡稱綜
研院)日前聯合在阿聯酋迪拜「全球金融峰會」期間
發佈第25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25)。該指數從
營商環境、人力資源、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國際聲
譽等方面對全球重要金融中心進行了評分和排名。
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排名依次為：紐約、倫敦、

香港、新加坡、上海、東京、多倫多、蘇黎世、北
京、法蘭克福。其中香港躋身前三甲，香港、上海
和北京進入前十名，另外深圳排名第十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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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境外地產投資去年急降7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CBRE世邦魏理仕在上海發佈的《2018年

亞洲投資者跨境房地產投資數據》指出，受到中國內地投資者活躍度下降影響，去年

全年，亞洲投資者投向境外房地產的資金總額，較2017年顯著下降36%至538億美

元。世邦魏理仕研究發現，中資在2018年主要專注於對資產組合進行優化調整，改

善資產負債表，以及對境外投資收益的重新部署規劃。

山東今年交通建設擬投1622億

佳兆業發長租公寓支持債籌30億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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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

美國

3月消費者信心指數月率：前值4.3%

2 月商業物價指數月率：預測+0.1%，前
值-0.6%

1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1.0%，前值-0.9%

前周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375.3

1月耐用品訂單：預測-0.5%，前值+1.2%

2月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率：預測
1.9%，前值2.0%

2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最終需求PPI年率：預
測2.6%，前值2.6%

1月建築開支月率：預測+0.4%，前值-0.6%

■中資去年下半年成為境外房地產的淨賣方，包括出售本港
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