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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加元上周早段連番守穩1.3295附近
支持位後走勢偏強，上周尾段曾向上逼近
1.3405水平1周高位，本周初大部分時間窄
幅處於1.3370至1.3390水平之間。加拿大
統計局上周五公佈3月份減少7,200個就業
職位，數據較2月份5.59萬個新增職位明顯
轉弱，加元跌幅擴大，美元兌加元一度向上
觸及1.34水平。
受到就業數據不振影響，投資者將關注加
拿大央行本月24日政策會議結果以及同日
公佈的4月版貨幣政策報告中對於經濟前景
的評估。
另一方面，加拿大經濟在11月份及12月

份連續兩個月均收縮0.1%，引致第4季經
濟按季僅微升0.1%，反映加拿大就業職位
自去年9月份至今年2月份連續6個月的增
長，並未減輕加拿大經濟進一步放緩的壓
力。

紐約期油逼近每桶64美元
雖然加拿大1月份經濟呈現改善，按月

掉頭增長0.3%，但隨着3月份就業數據大
幅遜於1月份及2月份表現，凸顯就業市場
有趨於不穩定的風險，該因素將對第2季
經濟表現構成負面。不過紐約期油過去1
周升勢轉急，重上每桶63美元水平5個月
高位之外，本周初更有向上逼近每桶64美
元水平傾向，有助減輕加元的下行壓力，
預料美元兌加元將暫時上落於 1.3250 至
1.3450水平之間。
上周五紐約6月期金收報1,295.60美元，
較上日升 1.30 美元。現貨金價上周守穩
1,280美元水平後，本周初呈現反彈，逐漸
挨近1,300美元水平1周高位。美國3月份非
農新增職位多於預期，但平均時薪的增幅卻
較預期溫和，美元指數本周初曾回落至
97.15水平，加上美國聯儲局本周三晚公佈3
月份會議紀錄前，部分投資者先行回補空
倉，帶動金價反彈。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
高至1,310美元水平。

業績期在即 科技股料呈震盪格局

第二季是半導體與硬體是否一如
假設在下半年復甦的關鍵時間

點，成長動能相對佳的雲端與數位轉
型，仍是主要投資主軸，持續看好人
工智慧、網絡、雲端、5G等符合長
線趨勢，具有產業結構性改變的類
股。
回顧3月份盤勢表現，全球股市呈

現震盪格局，主要受到經濟數據持續
偏弱，美國10年與3個月的公債殖利
率倒掛，使得投資者對於經濟衰退的
隱憂再起，但受到全球央行政策持續
轉為寬鬆政策，美國聯儲局決議今年
暫停升息、縮表，加上中美貿易協商
持續釋出保持正向發展訊息，整體市
場下方見支持。
統一全球新科技基金經理人郭智偉

指出，全球科技股在3月份呈現類股
輪動，主要以權值科技股漲幅大。觀
察標普500指數各產業分類表現，科
技硬體與設備指數上漲5.8%，優於軟
體與服務指數的3.3%漲幅，主要受到
蘋果公司所帶動。

半導體基本面訊息紛雜
再看費城半導體指數僅上漲2.4%，

漲幅落後，主要原因在於費半指數經
過年初以來的大漲後，評價來到15.8
倍，回到近5年平均水平，但整體半
導體獲利還沒有跟上，預料後續將進
入震盪整理，需要獲利向上帶動。半
導體基本面目前訊息仍紛雜，是否在
下半年如預期的緩步復甦，將在第二
季得到進一步確認。

就總體環境而言，避險指標包括日
圓處於貶勢、新興市場與高收益債向
上、VIX維持低波動，顯示目前沒有
顯著系統風險；總經方面，美國就業
市場強勁、企業違約率低，美國的Ci-
ti經濟驚奇指數下滑。

政策趨寬鬆利風險資產
不過，新興市場的Citi經濟驚奇指

數彈升。目前全球金融情勢除了歐洲
仍在惡化，其餘成熟市場與新興市場
多數正改善中。由於全球通脹溫和可
控，且經濟仍有下行壓力，預計全球
寬鬆貨幣政策將會延續。根據全球利
率機率最新數據顯示，美國聯儲局於
2019年年底正式啟動降息機率已經來
到63%，資金維持寬鬆有利風險資產
表現。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全球科技股經過第一季強勢反彈後，目前的評

價溢價程度來到1.2倍，回到歷史平均水準，預

計市場將靜待4月中開始發佈的企業財報與展

望，以進一步掌握景氣強弱，短期內整體科技類股將呈現震盪整

理、個股各自表現格局。 ■統一投信

經濟數據意外強勁 澳元爭持待變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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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周一承壓，因美債收益率延續
跌勢，上周美國公佈的就業報告顯示
薪資增長降溫，即便就業增加，薪資
增長減緩支持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
(FED)今年暫停進一步升息的決定。
美國勞工部本周三將公佈消費者物價
指數(CPI)，該指數3月料將較前月上
升0.3%，較上年同期上升1.8%。美
國2月CPI同比上漲1.5%，為2016年
9月以來最小漲幅。此外，美聯儲周
三將公佈上次政策會議的記錄，投資
者將密切關注其中提到的新「耐心」
政策和「低迷的」通脹。美國3月生

產者物價指數(PPI)將於周四公佈，數
據用以衡量未來物價壓力。

若中美達協議 或助突破
澳元兌美元上周走穩，受益於澳洲

國內經濟數據意外強勁，包括零售銷
售、企業現況指數及職位空缺數據皆
高於市場預期。倘若中美貿易達成協
議，且出現美國經濟動能強勁的進一
步跡象，可能扶助對澳元再為上漲。
美國和中國談判代表上周五結束了最
新一輪貿易磋商，計劃在本周繼續討
論以試圖達成一項能終結兩國關稅戰
的貿易協議。
技術圖表所見，澳元兌美元自上月

初險守0.70關口後，處於窄幅整固格

局，但過去兩周多時間數
度受制於100天平均線，目
前處於0.7150水平。

關鍵阻力200天平均線
另一關鍵阻力將指向200

天平均線0.72水平，在1月
底的高位已曾受阻於此指
標，故此倘若終可作出突
破，應有望澳元再展強
勢。以 2018 年 1 月高位
0.8136至今年1月低位0.6715的累計
跌幅計算，38.2%的回吐水準為
0.7260，擴展至50%及61.8%則分別
為0.7425及0.7595水平。
不過，亦要留意若近在咫尺的100

天平均線如依然難以闖過，則澳元兌
美元或正醞釀回調壓力，下方支持位
將繼續關注0.70這個心理口，較大支
持則預料為0.68及今年初低位0.6715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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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股價近期持續上升，帶動科技類股表現。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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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斐濟總商舉行七人欖球賽慶功宴
香港斐濟總商會日前舉行七人
欖球賽慶功晚宴，該會由2013年
成立至今，一直為搭建中斐合作
交流橋樑，得到斐濟共和國及中
國政府的信任。
當晚冠蓋雲集，延開數十席，

出席主禮的包括：中國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楊義瑞，
斐濟駐華大使：H.E Ambassador
Manasa Tagicakibau馬納薩．坦
吉薩金鮑，斐濟駐上海總領事陳
玉茹，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政策研究室主任（參贊）鄭振
華，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民政事務總署、
葵青民政事務署葉竹雅，斐濟駐香港名譽領事李
汝大，香港斐濟總商會會長呂金房，斐濟七人人
欖球教練Mr Gareth Barber，亞洲欖球學院
CEO李怡苑等。
活動由香港斐濟總商會會長呂金房致歡迎辭，
介紹商會多年來的發展，斐濟政府近年積極發展
對外開放政策；目前當地有五大行業較多外商投
資，分別是旅遊業、建築業、農業、輕工業以及
可再生能源業。國民生產總值亦連續七年錄得增
長，每年平均有百分之三的升幅，而「香港斐濟
總商會」多年努力搭建港、斐商務交流，已經做

出成績，斐濟天然資源和物產豐富，無污染的環
境是吸引商家採購最大的優勢；而七人欖球屬斐
濟國技，世界知名，是晚特設宴慰勞欖球賽的國
家隊員，希望藉此令更多中國及香港的市民認識
斐濟。
除了不時舉辦商務考察，「香港斐濟總商會」

與「亞洲欖球學院」合辨慈善項目，去年活動資
助了兩名斐濟學生來港生活及留學，此留學計劃
將繼續發展，希望得到社會人士的支持，推動香
港青年與斐濟學生彼此認識，文化交流，促進社
會多元。最後由斐濟駐香港名譽領事李汝大致謝
辭多謝各方好友出席。

旭日集團聯同惠州市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惠
州市企業聯合會、企業家協會於日前在旭日集團
中國總部聯合舉辦「全國『兩會』精神宣講分享
會」。全國政協委員、旭日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
理楊勳為現場逾700名來賓作主題分享，出席的
嘉賓包括惠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市工業
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資源局，惠州學院，民生銀
行，市乒乓球協會，業務夥伴華特迪士尼、美年
大健康等單位領導代表，以及旭日集團中高層管
理人員、社會各界友好人士共逾700人。
「同心同行同向」是今次分享會的主題，會上，楊勳回顧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於2018年工作總結，過去一
年成功的因素包括：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
導；堅持「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及「五位一體」；全
國各族人民砥礪奮進、攻堅克難。結合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
報告中提及的多項數據，楊勳在會上向與會者解讀工作報告
如何落實十九大精神，2019年的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要求和
政策取向。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楊勳以身作則地向大家傳遞更為強

大的信心與力量：讀懂全國兩會就讀懂了中國發展的宏圖
大略；讀懂全國兩會，就讀懂了百年夢想的壯志雄心。圍
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兩大目標，楊勳表示大灣區建設是
國家新時代深化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也是粵港澳區域合
作的新嘗試。
在分享會上，大家均熱烈討論企業所得稅的政策。楊勳在

去年兩會期間，向大會提交了《加大力度為企業減負，降低
社保繳費比例》；在今年的兩會，楊勳再向大會提交了個人
提案：《繼續加大力度為企業減負，防範化解重大風險》。
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開宗明義的提出實施更大規模的減
稅，降低企業社保繳費負擔，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
位繳費比例；這是對楊勳的提案的重大回應。
楊勳肩負全國政協委員的使命，積極把黨的十九大精神及

全國兩會精神進一步在各個層面傳播及推廣，為國家為社會
的發展服務。2018年兩會後，也曾分別向惠州市外商投資企
業協會、香港珠海各界聯合會、澳門海珠聯誼會、惠州學
院、武漢職業技術學院等主講兩會精神。
是次分享會精彩紛呈，現場氣氛熱烈，出席的領導嘉賓及

員工們紛紛向楊勳提問，楊勳就中美貿易戰、青年發展、零
售行業面對的挑戰、環保等議題一一解答。楊勳的殷殷囑
託、深切關懷，迴響在專題分享報告會上。

楊勳主講楊勳主講「「全國全國『『兩會兩會』』精神宣講分享會精神宣講分享會」」

新城財經台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合辦
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年度論壇暨人民幣業務傑出大獎2019

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

中心，除了擁有最大的海外

人民幣資金池外，同時亦提

供最多的跨境人民幣金融服

務。隨着人民幣國際化，環

球各地對人民幣的跨境流動

需求不斷增加，香港必須繼

續鞏固市場基建，並進一步

拓展跨境人民幣業務，以發

揮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適

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正式出台，香港亦將

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優

勢，推動大灣區內資本市場

的互聯互通，以繼續支持人

民幣的金融中介活動。

除了 個 人 業 務
外，本港的人

民幣業務亦涉及跨
境貿易結算、跨境
發債和投資、以及
人民幣拆借、遠
匯、衍生與理財等
服務；近年的深港
通、債券通及滬港
通更促進內地與香
港資本市場的緊密
往來，同時加強本
地幫助境外投資者
進入內地金融市場
的角色定位。這些
都印證了香港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人民幣國際化及內地資本市場
面向全球開放而作出貢獻。
新城財經台繼往開來，將於6月11日（星期二）假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人民幣業務傑出大獎
2019》，旨在推動人民幣業務持續發展，以及提升香
港在大灣區內的金融財資樞紐地位。

《人民幣業務傑出大獎2019》專業評審顧問團包括：

頒獎禮當日更同場舉行《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年度論壇》，雲集官
方、貿易、學術及金融業界重量級人物，一同集思廣益，探討本港作
為離岸人民幣中心，如何與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產生協同效應、發光發
熱，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建功立業。如各金融機構或企業在人民幣業務
範疇有突出表現，並想藉此彰顯其專業及貢獻，請即報名參選《人民
幣業務傑出大獎2019》。

榮譽評審主席：
行政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成員、香港金融發展局委員范鴻齡
評審委員會執行主席：
新城財經台《一帶一路通識》節目主持人陳鳳翔
評判團成員：
香港銀行學會行政總裁梁嘉麗
香港證券學會會長李細燕
毅聯匯業北亞地區行政總裁（顧問）陸景生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總裁朱華
亞洲保險香港首席執行官黃子遜

■慶功宴上一眾主禮嘉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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