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主

題為「金融助力灣區航

空產業新發展」的2019

廣州市金融業推介會上，位於廣州

的天合國際融資租賃有限公司與總

部位於香港的亞太航空租賃集團就

飛機租賃資產達成交易意向，前者

正式形成飛機購買、管理、出售的

全過程閉環運作，而後者實現機隊

規模的擴張。這是粵港航空租賃產

業首次簽資產交易。

天合租賃執行總裁莫凱翔介紹，雙方對
亞洲特別是東南亞航空市場未來高速

增長看法高度一致，今後雙方將在航空售
後回租會有競標合作，另外，在航空資產
的買賣和管理上也將優勢整合。
本次項目合作，意味着粵港航空租賃企業
聯動雙贏，通過創新租賃交易結構和業務模
式，為粵港澳大灣區航空租賃市場形成產業
集聚效應且具有國際競爭力貢獻力量。

兩地聯手力拓大灣區航空金融
莫凱翔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在大

灣區航空產業發展起着帶動作用，而廣州
是中國南大門，灣區航空產業發展和合作
潛力無限。「比如在航空金融方面，香港
是國際金融中心，資本流通自由，航空和
金融專業人才成型。內地社會資本不斷增
加，投入巨大，兩地可聯合打造大灣區在
全球航空金融的優勢。」
天合租賃於2015年在南沙自貿區成立，

提供境內外飛機和各種航空設備的買賣及
租賃業務，目前已在內地、香港和歐洲搭
建多個租賃平台，飛機機隊規模 25 架，總
資產規模 130 餘億元人民幣。據悉，此次

飛機資產交易是天合租賃在飛機出售市場
的「首秀」。至此，天合租賃形成飛機資
產購買、管理、出售的全過程形成閉環運
作。而對於亞太航空租賃而言，本次飛機
交易完成，實現了機隊規模的快速增長。
此次粵港航空租賃企業聯動，將推動粵

港澳大灣區航空租賃市場形成產業集聚效
應，增強灣區航空產業國際競爭力。廣州
市政府相關負責人表示，廣州將大力扶持
航空航運金融等特色金融發展，在航空產
業上加強與香港、澳門的業務聯動，推動
產融結合。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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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全國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
測0.7%，前值0.7%
3月全國整體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前值0.2%
3月建築許可年率，預測130.0萬戶，前值
129.1萬戶
3月建築許可月率，前值-2.0%
3月房屋開工年率，預測123.0萬戶，前值
116.2萬戶
3月房屋開工月率，前值-8.7%

金匯錦囊
歐元：將暫時上落於1.1150至1.1350美元之間。
金價：將反覆重上1,28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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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本周三受制1.1325美元附近阻力後偏
軟，周四跌幅擴大，一度向下逼近1.1240美
元水平，回吐過去1周所有反彈幅度。歐元
連日未能向上衝破1.1315至1.1325美元之
間的阻力，Markit本周四公佈歐元區4月份
綜合PMI下降至51.3的3個月低點，其間德
國與歐元區的製造業表現依然雙雙不振，數
據不利歐元區第2季經濟的開端，部分投資
者在復活節假期前夕掉頭沽出歐元獲利，帶
動美元指數迅速反彈至97.34水平兩周高
點。
歐盟統計局本周三公佈歐元區3月份通脹
年率為1.4%，略低於2月份的1.5%水平，
數據顯示歐元區通脹率頗為穩定，連續4個
月低處於1.4%至1.5%水平，符合歐洲央行
保持利率政策至今年底不變的立場，數據令
德國10年期長債息率在周三的升幅受制
0.10%水平。此外，Markit周四公佈德國及
歐元區綜合PMI數據之前，德國長債息率
已率先回落，其後數據顯示歐元區4月份製
造業PMI依然陷於收縮，德國10年期債息
曾迅速下跌至0.03%水平，回吐本周所有升
幅，歐元急跌至1周以來低點。隨着歐元過
去6周均持穩位於1.1175至1.1185美元之間
的支持位，有助限制歐元跌幅，預料歐元將
暫時上落於1.1150至1.1350美元之間。

空倉回補 金價現反彈
周三紐約6月期金收報1,276.80美元，較
上日下跌0.4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
1,291美元阻力後持續下跌，周四曾走低至
1,271美元附近約4個月以來低位。雖然美
元指數周四反彈至97水平，但歐元區4月份
製造業繼續陷入收縮，帶動美國與德國長債
息率雙雙回落，加上投資者在假期前回補空
倉獲利，反而引致現貨金價周四曾回穩至
1,277美元水平。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
1,285美元水平。

全球基金經理續看好科技增長股

統一FANG+ETF經理人袁永騰表
示，「FAANG+BAT」指的是

美國五大科技新創公司：臉書（Face-
book）、蘋果（Apple）、亞馬遜
（Amazon）、網飛（Netflix）、谷歌
（Google），以及中國三大科技網路
龍頭：百度（Baidu）、阿里巴巴
（Alibaba）、騰訊（Tencent）。
袁永騰指出，美中貿易戰持續降

溫，美國經濟數據表現大致持穩，中
國近日公佈的3月經濟數據出現回暖
跡象，全球暫無系統性風險，衡量市
場恐慌情緒的 VIX 指數下降至

12.18，為近半年來低點，同時間，美
股標普500指數也持續走揚。

重量級股份將陸續公佈業績
由於美國聯儲局明確的鴿派態度，

加上全球主要央行持續寬鬆資金，將
成為支撐科技增長股的最大有利因
素，未來一個月，個股將隨着財報發
佈，在評價面上會有相對應的調整。
美 股陸續公佈第一季財報，

FAANG+BAT所代表的八家網路科技
公司，目前僅網飛已於4月17日公佈，
數據顯示第一季業績表現亮麗，新增付

費訂閱人數及獲利皆優於分析師預期，
但對第二季財測則是保守下修，由於網
飛今年來股價已飆漲逾3成，財報公佈
股價順勢回吐了部分漲幅，但跌幅不

大。
據彭博彙整，在美國上市的重量級科

技股公佈第一季財報時間，多集中在4
月25日至5月16日。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銀美林新公佈4月份全球基金經理調查結果，

本月投資人最擁擠（最喜愛) 的前三大交易，「作

空歐股」依然蟬聯第一，「作多FAANG+BAT」

則自上月的第三名前進至第二名，顯示看好買進美中大型科技股

的力度持續，「作多美元」與「作多美國公債」則分排名第三與

第四。此結果意味着，現階段投資者以增持增長股為追求收益的

重要切點，但同時間亦保有一定程度的風險意識，美股在謹慎中

逐步墊高，對投資者而言，是中性偏多的理想情境。

■統一投信

美元兌加元料仍見下行壓力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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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3月通脹年率從2月的1.5%
升至1.9%，因汽油價格下滑帶來的下
行壓力減弱，緩和了市場對加拿大央
行年底前降息的預期。不過，通脹率
已連續第三個月低於加拿大央行設定
的2%目標，不包括能源價格的通脹
年率為2.2%。
加拿大統計局在另一份報告中稱，

加拿大2月貿易逆差小幅收窄至29億
加元，為連續第二個月下滑，低於
2018年12月創下的48億加元的紀錄
高位。貨幣市場預期年底前央行降息
的機率約為15%，低於數據公佈前的
逾25%。
美元兌加元走勢，圖表見MACD

跌破訊號線，10天亦跌破25天平均

線，估計美元兌加元仍見下行壓力。
預料下方支持將回看1.3250水平。倘
若以自10月初低位1.2778至去年底高
位1.3664的累計漲幅計算，美元兌加
元50%及61.8%的回調幅度為1.3220
及 1.3120水平；較大支持則可留意
1.30關口。至於阻力位將要留意近月
屢探未破的1.34關口，關鍵料為另一
關口1.35。

上探阻力未破 歐元回落
歐元兌美元周四顯著回跌，數據顯

示德國製造業狀況不佳，引發對歐元
區經濟的擔憂。周四公佈的調查顯
示，德國服務業活動4月升至七個月
高位，但投資者聚焦於製造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PMI)報44.5，3月為44.1。
另外，數據顯示歐元區企業第二季開
局表現乏力，增長速度意外再度放
緩，需求幾無增長，儘管物價漲幅更
加溫和。IHS Markit歐元區4月綜合
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從3月終值
51.6降至51.3，遜於市場預估的增至
51.8。
技術圖表

所見，RSI及
隨機指數回
跌，而匯價
已告連日受
制 於 1.1330
水準，預料
自月初以來
的反撲或將
於 此 區 告
終。下方支

持將會關注着3月7日低位1.1174，
月初歐元兌美元曾一度低見至
1.1181；故此，若後市明確下破此
區，或可望歐元將開展新一輪下跌走
勢，預計其後支持將看至1.10關口，
進一步支撐預估在1.1840及 1.08水
準。至於上方阻力預估在1.14及200
天平均線1.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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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提四建議加強湘港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 湖南省
文化和旅遊廳昨在港舉辦「錦繡瀟
湘」——走進香港湖南文化旅遊推介
會。在會上，湖南省文化和旅遊廳廳
長陳獻春提出了包括完善區域旅遊合
作機制、共同推動港湘兩地文創產業
項目合作等四項建議，希望通過推介
會讓兩地文化旅遊交流合作實現新拓
展，邁上新台階，取得新成效。
四項建議中，第一是推動完善區域
旅遊合作機制。陳獻春希望全面加強
與香港文化旅遊業界的協調配合，着
力構建政府部門、行業協會、文旅企
業和教育機構等四個層面的文化旅遊
合作交流機制，共同推動資源互補、
產品互推，推動文化旅遊企業新產品
研發。
第二是共同研發設計文化旅遊產品

線路，開拓入境旅遊市場。香港可以
連接澳門和內地，也可以連通台灣地
區和東南亞國家，可通過發揮香港作
為入境旅遊樞紐平台的作用，向在香
港旅遊的遊客宣傳推介湖南的旅遊產
品，吸引更多的遊客通過香港進入湖

南旅遊。

研究完善入境旅遊獎勵等政策
第三是研究完善入境旅遊獎勵等政

策措施。湖南省為推廣以「錦繡瀟
湘」為品牌的全域旅遊基地，推出了
錦繡瀟湘全域旅遊年卡，對應10條精
品旅遊線路，香港旅行社和市民購買
持有錦繡瀟湘全域旅遊年卡可以不限
次數遊覽精品旅遊景區。
第四是共同推動港湘兩地文創產業

項目合作。陳獻春表示，香港在文化
創意領域起步早、水平高，「歡迎香
港相關機構和文創企業走進湖南投資
興業，共同推進在創意設計、影視、
動漫遊戲、音樂、文化金融和人才培
養等六大領域的深入合作。」
香港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郭韶偉，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亞洲旅遊交流中心
主任崔素香，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黃
進達，香港旅遊發展局業界拓展總經
理郭秋賢，香港中國旅遊協會常務理
事兼秘書長陳立志等嘉賓出席了推介
會。

綠地金融擬申請澳門金融牌照

穗港航空租賃首簽資產交易

■湖南省昨日在港舉辦文化旅遊推介會，多位兩地政商界人士出席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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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港兩地航空租賃公司簽約合作。圖為雙方簽約文本交換。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內地房企龍頭綠地控股旗下的綠地金融旗
下首筆海外企業債昨日在中華（澳門）金
融資產交易股份公司（簡稱「MOX」）上
市。該筆企業債規模2億美元，期限為364
天，獲6倍超額認購。

旗下海外企業債澳門掛牌
綠地集團執行總裁、綠地金融董事長、總

裁耿靖表示，希望借助此次債券在MOX上
市的成功經驗，繼續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戰略下的澳門特色金融發展，包括擬在澳門
設立綠地金控集團（澳門）公司、擬與澳門
金融機構共同參與境內金融發展、並積極申
請澳門本土金融牌照，立足在澳門進一步深
化公司的大灣區發展戰略。
同日，綠地金融正式宣佈設立大灣區總

部，並發佈公司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戰

略。耿靖介紹，未來五年綠地金融將在粵
港澳大灣區打造「1+4+X」的業務架構佈
局：「1」是指在大灣區設立的綠地金融控
股集團大灣區總部；「4」是指在現時在大
灣區已有2張金融牌照基礎上，擬通過與澳
門金融機構合作，共同在內地和澳門本土
發起設立金融機構，爭取再獲2張核心金融
牌照；「X」是指在大灣區設若干家投資主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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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美國時代廣場的納指廣告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