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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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年
率終值，預測2.4%，前值2.6%
第四季最終銷售終值，預測
2.3%，前值2.5%
第四季消費者支出終值，前值2.8%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平減
指數終值，預測 1.8%，前值
2.0%
第四季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
物價指數終值，預測1.7%，前
值1.7%
第四季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
指數終值，預測 1.5%，前值
1.5%
初請失業金人數(3月23日當周)，
預測22.5萬人，前值22.1萬人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3月
23日當周)，前值22.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3月 16日當
周)，預測 175.0 萬人，前值
175.0萬人
2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指數，前值
103.2
2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指數月率，
預測0.7%，前值4.6%
3月堪薩斯聯儲製造業指數，前
值負4

歐元本周初受制1.1330美元附近
阻力，周三曾向下逼近1.1245美元
水平兩周低位。歐元區及德國的製
造業PMI雙雙處於6年低點，引致歐
元失守1.13美元水平，不過歐元匯
價依然未有擺脫過去兩周位於1.12
至1.14美元之間的活動範圍，反映
數據大致被市場消化，預期歐元將
暫處橫行走勢。
踏入今年首季，美國非農就業表
現有不穩定傾向，繼1月份大幅增加
31.1萬個就業職位，2月份便立即大
減至僅有2萬個新增職位，該因素將
不利美國首季經濟表現。而美國本

周二公佈2月份房屋動工
及3月份消費者信心等數
據弱於預期後，美國債息
在周三恢復顯著下跌，同
時1個月至1年期之間的
債息均繼續高於10年期
水平，反映市場頗為憂慮
美國經濟的放緩速度可能
急於預期，增加美國聯儲
局提早掉頭減息的機會。
美元指數在首季結束之際
依然偏強，但過去5個月
皆只能徘徊95至97水平

之間的活動範圍，隨美國經濟轉
弱，貿赤擴大，美息有見頂回落風
險，除非歐元區政治及經濟不穩的
風險急劇上升，否則美元將不容易
維持去年的強勢，投資者將關注聯
儲局在4月30日至5月1日連續兩天
會議後的政策立場會否進一步轉向
寬鬆。預料歐元將暫時上落於1.1200
至1.1400美元之間。

金價可重上1325美元
周二紐約 4月期金收報 1,315 美
元，較上日下跌7.60美元。雖然現

貨金價本周初受
制1,324美元水
平後遇到回吐壓
力，不過仍能連
日持穩1,311及
1,312 美 元 水
平，跌幅未有過
於擴大，周三曾
反彈至1,319美
元水平。美元指
數周三未能進一
步 重 上 97 水
平，加上美國
10 年期長債息
率過去1周持續
反覆下跌，有助
限制金價跌幅。
預料現貨金價將
反覆重上 1,325
美元水平。

Apple Card來了 FinTech投資熱度升溫

第一金全球AI FinTech金融科技基金經
理人唐祖蔭表示，AppleCard的推出，

顛覆傳統信用卡的商業模式。首先，蘋果提
供無實體信用卡，並透過app申請、快速核
卡，而且無卡號、無CVV驗證碼、無到期
日、免簽名，並透過感應式付款，有別於目
前信用卡的形式。
其次，不收年費、不收跨國交易手續費、

不收滯納金等額外費用，這些都是傳統發卡
機構或銀行的主要收入來源，藉此「免費」
策略提高競爭力，壓縮傳統金融機構的生存
空間。
唐祖蔭指出，金融科技的崛起，讓第三方

支付以其平台優勢，跨越金融機構之間的聯
繫，跳過金融體系，直接與客戶連接，掌握
第一手資料訊息，讓銀行業者倍感威脅，過

去幾年間不斷涉足金融科技，尋求突破。如
同AppleCard這次的合作對象——高盛，走
的不是傳統的道路，而是創新金融模式。

行動支付戰國時代將開啟
唐祖蔭認為，AppleCard的推出，預料將
開啟行動支付的戰國時代，未來金融科技新
創業者、第三方支付平台、信用卡公司、銀
行與資料處理業者之間，將有更多競爭、併
購活動，也將帶來更多的軟、硬基礎設施需
求，炒熱金融科技投資機會。
如：原為英國支付資料處理業者World

Pay，近兩年即接連被美國同業Vantiv、金
融科技業者FIS收購，身價從99億美元，
翻了3.34倍，達430億美元。顯見金融科技
支付行業前景超夯，其高成長與中長期發
展趨勢，成為吸引資金大量投入的重要關
鍵。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蘋果本周春季發表會推出「Apple Card」，掀起行動支

付新話題。研究機構Statista調查，今年全球數位支付交易

金額將達4.15兆美元，且未來每年將以13%的速度成長，

預估到2023年達6.7兆美元。為搶佔市場大餅，從傳統銀行、科技巨頭到

金融科技新創公司，都卯足全力，透過注資、併購的策略，拓展實力，炒

熱金融科技投資機會。 ■第一金投信

退歐前景不明 英鎊走勢蹣跚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美元周三維持溫和漲勢，因投資者風險
偏好回升抑制了指標美國公債收益率的跌
勢。該收益率本周一度跌至15個月低位。
美元周二上漲，因10年期美債收益率隨
美股上漲而反彈。美債收益率曲線倒掛打
擊冒險情緒，觸發上周股市大幅下跌。過
去50年來，每次美國經濟衰退前都出現收
益率曲線倒掛。公債收益率下跌也令美元
承壓。
英國方面，周二兩名疑歐派議員表示，

他們可能同意支持英國首相文翠珊的退歐
協議，而不是冒英國議會取消英國退歐
的風險。
此前，英國議會採取行動控制英國退歐

進程，這提高了人們的預期，即議員們可
以透過延長英國退歐時間，或舉行第二次
公投來結束英國退歐的僵局。英國議會周
三將對一系列退歐選項進行投票，讓議會
有機會表明能否就與布魯塞爾保持更緊密
關係的協議達成一致，然後再努力將政府
推向議會決議的方向。

慎防展開新一輪跌勢
技術圖表所見，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

數均已呈回跌，需慎防短期英鎊兌美元有
下跌壓力。較近支持先看近三個交易日守
穩的1.3150；關鍵支撐則為延伸自1月3
日低位1.2436的上升趨向線，目前位於
1.3080，需慎防若此區亦為失守，英鎊兌
美元將開展新一輪跌勢。以黃金比率計
算，38.2%的調整水準為1.3025，擴展至
50%及61.8%的調整幅度則見至1.2910及
1.2800水平。阻力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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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兌瑞郎走勢，匯價近一個多月以來

多番上探1.01關口未果，終見在過去兩周
出現明顯挫跌，更已形成一組雙頂形態，
頸線位置為3月1日低位0.9923，若本周美
元兌瑞郎明確持於此區下方，將見美元續
呈下調壓力。支持回看250天平均線0.9910
及0.97水準，較大支撐看至0.9540水準。
至於上方阻力參考50天平均線1.00，關鍵
則聚焦於去年11月高位1.0128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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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MH參展第二屆進博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

上海報道）中國內地近年出現
奢侈品消費快速回流現象，在
此背景下，國際最大奢侈品集
團 LVMH為加速搶佔中國市
場，將參加第二屆中國國際進
口博覽會，屆時旗下LV、Dior
等核心品牌將悉數亮相。
日前LVMH集團與中國國際

進口博覽局簽署合作備忘錄，
確認今年參加第二屆進口博覽
會，屆時會在展館中開闢一個
約 370 平米展區，展示包括
LV、Dior、Moet & Chandon等
最有代表性的奢侈品牌。此前
LVMH參與過第一屆進博會，
試 水 性 推 出 Hublot 和 Moet
Hennessy，吸引超過100萬名參
觀者。

境內外奢侈品價差不明顯
業內認為，目前因奢侈品全

球調價、關稅下降及貨幣匯率

等因素，奢侈品消費正在出現
快速的回流，越來越多人選擇
在中國內地消費奢侈品。
消費者孫小姐向記者表示，

比較過日本、香港和上海三地
的同一款經典老花LV手袋，如
以昨日人民幣匯率計算，三地
價格分別是 10,370 元（人民
幣，下同）、10,101元和11,200
元，雖然內地價格依然較高，
但差距已經不再明顯，因此選
擇在上海購買。
有國外分析師稱，不少奢侈品

品牌都注意到這一現象，開始將
重心移到中國市場，開雲集團和
LVMH去年都在中國投入大量
資金進行商店翻新、視覺營銷和
佈局數字戰略，以此來帶動旗下
品牌在中國創造銷售。
另從LVMH公佈的 2018年
財報來看，集團在中國市場的
銷售增長維持在10%左右，增
速穩健。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顏倫樂)《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上月出台，區內
商機被廣泛注意。貝
克．麥堅時律師事務
所建議，應鼓勵市場
和監管機構研究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房地產

投資信托基金（大灣區房托），提供額外途徑幫
助大灣區內發展商吸納和回收資本，促進大灣區
的優質物業供應，並有望為大灣區的散戶投資者
提供國際認可的投資產品。
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陳偉國表示，

房托是有助實現大灣區多項發展目標的可行良方
之一。他解釋，大灣區房托是以大灣區內資產為

主體，首先聚焦於在香港此一制度成熟市場上市
的房托，日後當有關法律制度在中國落實後，進
一步包涵於深圳上市的房托。
他認為，散戶和機構投資者透過投資於大灣區

房托，可以分享大灣區經濟發展的成果，香港和國
際市場發展房托的經驗將有助建構中國(深圳)的房
托機制。此外，發展大灣區房托可促進國際投資者
與大灣區優質資產的雙向連繫，同時亦可增加香港
房托市場的規模效益、流動性和國際競爭力。
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註冊外地律師王進雄

表示，目前要成立大灣區房托存在若干重組成本
方面的挑戰，降低了大灣區內發展商成立房托的
慾欲。但香港在大灣區總體戰略中的關鍵角色之
一，是成為資本在大灣區有序相向跨區流動的國
際金融中心，該行認為大灣區房托是香港達至這
項目標的其中一項有意義及創新的方案。

■上海LV專賣店客流絡繹不絕。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攝

業界倡發展大灣區房托

以色列深圳推10醫療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為打

造跨境投融資平台，更好地助推中國新經濟轉
型，前海海外投資併購系列交流會第二期 ——
以色列醫療項目路演專場昨日(27日)在基金小鎮
舉辦。10個以色列頂尖醫療創新項目以及以色

列知名醫療產業孵化器CTZ舉行項目路演活
動。
本次活動吸引了全國各地近150位投資界人士

參加，現場實現20餘次資金方和項目方的一對一
交流，並達成了多起進一步合作的意向。

■■陳偉國陳偉國。。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偏弱製造業數據被消化 歐元暫橫行
動向金匯

馮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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