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4月15日-19日)

日期
15
16

17

18

19

國家

英國
美國

歐盟

英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4:30 PM

9:15 PM

6:00 PM

4:30 PM

8:30 PM
4:30 PM

8:30 PM

報告
無重要數據公佈
四月份失業率
三月份工業生產
三月份設備使用率
三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二月份歐元區貨物貿易盈餘 (歐元)
二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二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
二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美元)
三月份零售額 #
二月份商業存貨
三月份領先指標
三月份零售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三月份新屋動工(單位)

預測

-
+ 0.3%

79.1
-
-
-
-

540 億
-
-
-

+ 0.9%
20.8 萬

124.7 萬

上次

3.9%
+ 0.1%

78.2
+ 1.4%
15 億

+ 1.8%
+ 2.2%
511 億
+ 4.0%
+ 0.8%
+ 0.2%
- 0.2%
19.6 萬

116.2 萬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4月8日-12日)

日期

8

9
10

11

12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日本

美國

英國

美國
日本
德國

美國

德國
歐盟
美國

香港時間
7:50 AM

10:00 PM

4:30 PM

7:50 AM
3:00 PM

8:30 PM

3:00 PM
6:00 PM
8:30 PM
10:00 PM

報告
二月份來往賬盈餘 (日圓)
二月份工業生產
無重要數據公佈
二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英鎊)
二月份工業生產#
三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三月份貨幣供應#
三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三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三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二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三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減除能源)
四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結果
2.677 兆
- 0.5%

48.60 億
+ 0.1%
+ 0.4%
+ 2.4%
+ 1.3%
19.6 萬
+ 0.6%
+ 1.8%
- 0.3%
- 0.2%
96.9

上次
6004 億
0.0%

53.45 億
- 0.3%
+ 0.2%
+ 2.4%
+ 1.5%
20.4 萬
+ 0.1%
+ 1.6%
- 1.1%
+ 0.2%
98.4

R

R
R

R

R

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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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
元
喘
定

留
意
購
證28213

恒指上周升上30,222點後，在30,000
點附近爭持，10天移動平均線在29,447
點。如看好恒指，可留意恒指認購證
(16583)，行使價31,088點，9月到期，實
際槓桿13倍。如看淡恒指，可留意恒指
認沽證(16196)，行使價28,100點，9月到
期，實際槓桿9倍。
市場預期今年下半年中國電訊行業5G
將成為關鍵，內地電訊商今年將大約12%
的資本開支用於5G，作為市場最大的5G
設備供應商，鐵塔（0788）早前獲威靈頓
管理公司以1.93元增持逾2億股，早前公
司股價升至上市新高2.2元後回軟至2元
附近。
鐵塔將於4月17日公佈第一季度業績，
如看好鐵塔，可留意鐵塔認購證(28213)，
行使價2.2元，8月到期，實際槓桿6倍。
另外，同時也可留意鐵塔認購證(28209)，
行使價2.4元，10月到期，實際槓桿5
倍。

看好平保留意購證28612
近日有大行研究報告看好內地保險板
塊，並預期首季保險股的表現強勁，新
業務價值增速，利潤保持增長，同時上
調平保（2318）的目標價至107元。平
保股價近日升至一年新高94.35元後回
軟。如看好平保，可留意平保認購證
(28612)，行使價98.93元，7月到期，實
際槓桿11倍。
友邦（1299）近年積極拓展新市場，今
年2月1日取得內地監管的批文後，料於
半年內在天津及石家莊開始營運，該行預
期下半年起將錄得收入。近日緬甸財政與
計劃部批准，友邦成為首選申請人在緬甸
以100%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經營，集團
在符合若干發牌條件後，將獲發外資壽險
牌照。友邦股價繼續在80元附近爭持，
如看好友邦，可留意友邦認購證(29880)，
行使價90.93元，8月到期，實際槓桿10
倍。
本資料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持牌人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司(「本公
司」)發出，其內容僅供參考，惟不保證
該等資料絕對正確，亦不對由於任何資料
不準確或遺漏所引起之損失負上責任。本
資料並不構成對任何投資買賣的要約，招
攬或邀請，建議或推薦。認股證/牛熊證
屬無抵押結構性產品，構成本公司（作
為發行人）而非其他人士的一般性無抵押
合約責任，倘若本公司無力償債或違約，
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部分或全部應收款
項。過往的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指標。認
股證/牛熊證價格可跌可升，並可在到期
時或到期前會變成亳無價值，引致投資全
盤損失。

加息循環結束增長股行大運

聯儲局於上周四公佈3月FOMC
會議紀錄，多數決策官員認

為，未來經濟發展與面臨的風險，將
讓聯邦基金利率到今年底以前，都會
維持不變。
市場則預期，美國不僅今年不升

息，明年甚至可能採取降息措施，資
金環境可望重回寬鬆，為股市營造有
利氣氛。
根據資料顯示，自1980年以來，美

國加息結束後3年內，股市上漲情形
居多。而且後2年內，增長股、價值
股表現不分軒輊，後 6 個月各為
1.13%、0.61%；後 1年為 3.77%、

4.17%、後2年為13.94%與10.48%。
若拉長時間到後3年，增長股平均漲
幅擴大到 47.68%，領先價值股的
9.67%。
第一金全球AI人工智慧基金經理人

陳世杰表示，從歷史數據透露，美國
加息循環結束後，中短期內的投資配
置可採取增長、價值型資產並重的方
式，長期則建議偏重增長型資產。增
長型股票如：資訊科技、人工智慧、
精準醫療、物聯網等，價值型股票
有：公用事業、高股息股票。
事實上，自3月FOMC會議結束以
來，標普500指數已反彈攻上近半年

來新高，代表增長題材的 ROBO
Global AI人工智慧指數甚至刷新歷史
高點。

人工智能產業中長期潛力大
陳世杰表示，人工智慧可創造的商

業價值高，促使全球企業擴大資本支

出，或透過併購方式，發展人工智慧
技術，推升股價走高。
展望後市，進入超級財報周，美股
面臨漲多獲利了結壓力，但人工智慧
產業中長期潛力大，適合投資人定期
定額佈局，如遇回調，可適度加碼因
應。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國聯儲局宣告暫緩加息，且明年可能進入減

息循環，激勵標普500指數近期反彈大漲創近半

年來新高。過去升息結束後，美股上漲表現居

多，而且中短期內，增長股與價值股表現不分軒輊；若拉長時

間，增長股漲幅大幅領先，顯示未來1年-2年股票配置以增長

與價值並重，長期則鎖定具爆發性的增長題材股票基金。

■第一金投信

金價掉頭回挫 調整壓力湧現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剛於上
周公佈的3月政策會議記錄強化了其
近期的鴿派政策傾向，並拖累了美元
走勢。會議記錄顯示，鑒於全球經濟
放緩以及貿易政策和金融狀況的不確
定性給經濟前景帶來風險，美聯儲今
年可能維持利率不變。
此外，美國周三公佈數據顯示，美

國3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錄得14個
月來最大漲幅，但在國內和全球經濟
增長放緩的背景下，核心通脹趨勢依
然溫和，數據強化了市場對美聯儲
(FED)將在年底前維持利率穩定或降
息一次的預期。
金價上周四下跌逾1%，跌穿1,300
美元的關鍵水平，延至上周五更進一

步跌見至1,290水平；因強勁的美國
經濟數據提振美元，降低避險黃金的
吸引力。數據顯示，美國就業和通脹
數據表現強勁，緩解了圍繞美國經濟
的擔憂。上周美國初請失業金人數降
至49年半低點，顯示就業市場持續走
強，可能緩解對經濟正迅速失去動能
的擔憂。

失守1287美元恐加劇下調
倫敦黃金走勢，由二月至今，金價

正以一浪低於一浪的型態下行，同
時，圖表見RSI及隨機指數正自超買
區域回落，10天跌破25天平均線形成
利淡交叉，金價亦已在上周四明顯跌

破1,300美元關口，或即將再現調整
壓力。支撐參考100天平均線1,287美
元，近日仍見金價可勉力守住此區，
若本周出現失守，料將加劇下調壓
力；較大支撐料為1,273及250天平均
線1,258水平。阻力位回看1,300，上
望較大阻力料為1,313及1,327水平。
倫敦白銀方面，圖表見相對強弱指

標及隨機指數已回跌，而銀價過去一
周多來均見受制於100天平均線，需
慎防若短期仍未可突破位於15.27美
元的100天線，則醞釀着回挫壓力；
下方支持料為15.00及14.80美元，關
鍵預估在14.61。至於較大阻力預估在
50天平均線15.47及15.60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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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落地，以及銀
行首套房貸利率下調，大量購房者湧入，
據深圳中原地產的市場報告披露，3月深圳
新房網簽成交數據顯示，全市新建商品房
共成交5,365套，環比暴漲181.6%，豪宅也
成交561套，環比飆升113.3%。
另據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公佈的數
據，二季度開發商有望加快推盤速度，預
計全市約有32個新房項目入市銷售。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在2月中
旬正式公佈，作為創新創業中心的深圳擁
有2,200萬居住人口，無疑帶來了大量的購
房需求。與此同時，3月深圳房貸利率繼續
下調，首套房主流貸款利率降至上浮5%，
二套也下降至上浮10%，貸款利率延續了

2018年以來的下滑趨勢。

豪宅助推3月房價大漲15%
在雙重利好的刺激下，深圳樓市成交量

暴增。3月新房市場共成交5,365套商品
房，環比暴增 181.6%，其中住宅佔比
58%，公寓佔比30%。商辦及其他成交量大
幅上升，佔比增加一成。3月豪宅成交561
套也環比暴增了113.3%。
令人關注的是，由於豪宅和中高端住宅

集中成交，3月網簽住宅項目共62個，其中
均價6萬以上成交記錄的樓盤有20個，樓
盤共成交 700 套，佔全市成交套數的
22.7%。受此影響，3月新房成交均價為
60,085元/平米，環比大漲15%。
3月深圳公寓項目也受追捧，共有4個項

目獲批，批售面積合計11.91萬平米，高於
去年公寓月均批售面積。網簽數據顯示，3
月全市商務公寓共成交1,594套，是上月成
交套數的2.8倍；成交面積9.86萬平米，環
比上升222.44%；受瑞府項目備案影響，本
月成交均價環比上升42.19%至71,853元/平
米。
深圳中原地產認為，3月深圳新房市場
回暖明顯，各類商品房成交量均大幅回
升。
3月深圳新房市場有9個項目獲批預售，

各類商品房供應均有所增加，且商辦產品
供應佔比明顯增加。3月入市項目開盤形式
均為順賣，部分項目開盤前無蓄客，整體
來看項目開盤均較為低調，也反映出開發
商對市場較為有信心。

截至2019年3月底，深圳全市新房住宅
存量為330.5萬平，環比略有上升，根據過
去一年平均成交量計算去化需13個月。
據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統計，今年一

季度深圳市共新增預售18個新房項目，總
獲批套數約為1.20萬套，較去年四季度下
降62.0%，同比去年一季度增加2.7倍；總
獲批面積約為103.66萬平米。

受惠銀行首套房貸利率下調
美聯物業強調，隨着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落地，以及銀行首套房貸利率下調，二季
度開發商有望加快推盤速度，預計全市大
約有32個新房項目入市銷售，包括寶能城
住宅和前海嘉里中心公寓和碧桂園雲麓國
際社區等。

■受大灣區概念和利率下降利好，大量購房
者紛紛入市，許多開發商加快推房步伐，二
季度深圳將迎來約32新房項目入市。圖為龍
崗一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灣區概念吸睛 深圳本季32新盤入市市

■美國聯儲局宣告暫緩加息，且明年可能進入減息循環，激勵美股顯著造
好。圖為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員。 美聯社

■強勁的美
國經濟數據提
振美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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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