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匯錦囊
紐元：紐元將暫時上落於 65.00至 67.00 美仙之

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95美元水平。

脫
歐
困
局
未
破

英
鎊
持
續
看
淡

英國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提出
下周與保守黨一個頗具影響力的議會黨團
會面， 應對不斷增強的要求她辭職的呼
聲。因為很多保守黨議員認為，文翠珊未
能兌現退歐公投的結果，保守黨需要採取
新的策略。
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發生引致全球央

行推出量寬，歐洲央行當然也不例外。貧
富差距拉大，民粹主義正在抬頭，已有11
個歐盟的成員國家有民粹主義的黨派參與

執政，所以預期有30% 左右的民粹主義議員進入歐議會。如
果英國未能在6月30日前得到脫歐協議，英國的歐盟議員將加
入新一屆議會。

協議獲通過機會不大
現在文翠珊的策略是和工黨進行跨黨派協商，但跟據工黨

黨魁郝爾杉的形容，文翠珊政府尚未在脫歐上作出太多的讓
步，現在的版本是保留在關稅同盟至2022的大選，如果大選
是工黨獲勝，那麼就繼續留在關稅同盟，若是保守黨獲勝就
離開。
這種協議對歐盟來說，還是要有後備方案去防止北愛和愛爾
蘭出現硬邊界，所以能通過議會是存疑，工黨有最少100個議
員表示，如果有關協議沒有二次公投，他們基本上是不支持
的，保守黨員現在還想文翠珊辭職。
協議能通過的機會不大，文翠珊最遲在12月限期屆滿前會
被拉下台。文翠珊現在能做的是利用相位寶座拉攏保守黨員支
持其協議，再利誘工黨部分黨員支持協議通過。
如果這招也未能成功，英國在10月31日前也不可能有足夠
時間去舉行二次公投，那麼英國硬脫歐的風險正在增加。

英鎊向下支持位1.26
由1978年至今，英鎊兌美元只有兩次低於1.4。 一次是福克

蘭群島戰役，另一次是現在，所以英鎊價值看似十分誘人，
但如果混亂情況持續，商業投資意慾下跌，將影響英國的經
濟前景，不排除英鎊有機會進一步向下。現時英鎊的淨持倉
是接近中性。英鎊的短期支持在 1.26 ，如果下破，將有機會
下試1.2之下。上方阻力在1.3250 。

美債息跌 公債投資價值顯

事實上，若統計2000年以來，
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下跌

期間，各類債券表現，以美國20
年期公債平均漲幅最高，達
54.6%；其次是投資級債21.8%，
又以科技債平均漲幅24.9%，最
佳，金融債為20.57%；而高收益

債因為屬於風險等級相對較高的
資產，平均漲幅只有6.9%。
第一金彭博巴克萊美國20年期

以上公債ETF基金經理人張正中
表示，美中貿易衝突再起，市場
對於本周談判是否能達成和解，
眾說紛紜。而即使達成共識，貿

易衝突仍舊是未來的不定時炸
彈。

資產分散風險最佳選擇
張正中認為，貿易紛爭帶來的不

確定性，讓股市震盪頻率增加，
「對抗波動」成為投資者今年首要
的課題。在近10年，美股共經歷四
次危機襲擊，造成標普500指數自
高點平均下跌32.3%，同時期，美
國20年期公債都呈現正報酬表現，
平均漲幅17.5%，成為分散風險、
保護資產的最佳去處。

美減息機會增 利金融債
第一金彭博巴克萊美國10年期

以上金融債券ETF基金經理人王
達榮指出，觀察特朗普揚言提高
關稅後，市場預期聯儲局下半年
各月降息的機率明顯提高，7月來
到16%、9月33%、10月42%、12
月為58%，讓美債殖利率未來承
受較大的壓力，同樣有利於金融
債表現。
第一金彭博巴克萊美國10年期

以上科技業公司債券ETF基金經
理人黃子祐表示，貿易戰衝擊
下，科技類股成為眾矢之的，科
技債順勢成為資金避風港。考量
目前美科技業獲利能力轉強、淨
負債比低，財務體質強健，科技
債投資價值顯現。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中貿易衝突野火燎原，市場避險需求大

幅增加，引致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本周

大幅回落，並觸抵近1個月新低。機構指

出，貿易紛爭不斷，以及聯儲局可能採取降息救市的預

期，讓美債殖利率未來仍承受較大的修正壓力，美國公債

與投資級債券投資價值因此顯現。 ■第一金投信

受惠美元回落 紐元暫時橫行
動向金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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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元本周早段連日受制66.30美仙附近阻力
後走勢偏軟，周三跌幅曾擴大至65.25美仙附
近半年低位，本周尾段呈現反彈，一度向上逼
近66.15美仙水平。美國周五開始對來自中國
的2,000億美元商品徵收25%關稅，但消息未
對商品貨幣構成太大下行壓力，同時美國10年
期長債息率跌幅放緩，亞歐股市掉頭回升，紐
約期油與布蘭特期油雙雙反彈，顯示市場對中
美貿易談判最終能達成協議仍然樂觀，不過其
後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急於達成貿易協議，
消息限制商品貨幣反彈幅度。
新西蘭央行本周三會議宣佈減息0.25%，官

方指標利率下調至1.5%水平，消息帶動紐元匯
價急跌，不過紐元在65.25美仙附近獲得較大
支持後便掉頭反彈，周五更一度重上66美仙水
平。受到歐元連日呈現反彈影響，美元指數上
周尾段跌穿98水平後，本周持續下試低點，有
助減輕商品貨幣的下行壓力，不排除紐元稍後
仍有機會重上66.30美仙水平，收復本周早段
所有跌幅。
新西蘭央行公佈的會後聲明顯示，家庭開支

放緩將令內需增長遜於去年下半年，預示6月

20日公佈的首季GDP將弱於第4季表現。
此外，新西蘭首季就業數據中，私營方面
的工資按季增幅僅為0.3%，顯著低於第4
季的0.5%升幅，不利內需表現之後，央行
迅速在5月版的貨幣政策報告中，把首季
經濟的按季增長預測下調至0.4%，大幅低
於早前預期的0.8%升幅。

央行政策轉寬鬆 反彈有限
隨着新西蘭首季通脹年率僅為1.5%水

平，低於新西蘭央行1%至3%通脹目標範
圍的中值水平，加上就業增長前景不振，
內需有轉弱傾向，新西蘭央行已於剛公佈
的貨幣政策報告內把明年的通脹年率向下
修訂，更認為通脹水平將要待至後年第2
季才會重上2%水平，暗示央行往後將可能
續有減息行動去刺激經濟，並帶動通脹回
升至央行的目標水平，該些因素將令投資
者對過於推高紐元抱有戒心。雖然美元指
數有逐漸反覆回落傾向，有助紐元改善走勢，
但新西蘭央行政策立場大幅轉向寬鬆，限制紐
元的反彈幅度，預料紐元將暫時上落於65.00
至67.00美仙之間。
周四紐約6月期金收報1,285.20美元，較上

日升3.80美元。現貨金價周四持穩1,279美元

水平後連日向上觸及1,288美元水平，依然保
持本周大部分反彈幅度。美國如期在周五向
2,000億中國商品徵收25%關稅之後，美國總
統特朗普表示不急於達成貿易協議，市場避險
氣氛略為升溫，對金價構成支持。預料現貨金
價將反覆走高至1,295美元水平。

任曉平
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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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濱州百億打造「中國鋁谷」

甘肅隴南茶葉節引資8億
■首屆世界高端鋁業峰會在濱州舉辦。 記者胡臥龍 攝

據悉，濱州是內地重要的鋁業
生產基地，氧化鋁產能、電

解鋁、鋁材加工分別佔全國的
20%、19%和12%。濱州市委書記
佘春明在致辭中表示，濱州將為
鋁產業發展提供最有效的制度供
給。

步向高質量發展
基金包括組建一個專家智庫委
員會、設立一支高端鋁業發展引
導基金、打造一批科技創新及公
共服務平台等，為鋁業高質量發
展提供全方位保障。濱州將加快
「中國鋁谷」平台建設，完善全
產業鏈綜合服務、供應鏈金融服

務、第三方物流服務等功能。
大會同時進行了北汽集團濱州

汽車輕量化生產研發基地項目簽
約，該項目計劃總投資 60.8 億
元。
據悉，濱州是內地重要的鋁業

生產基地，氧化鋁產能、電解
鋁、鋁材加工分別佔全國的
20%、19%和12%，內燃機活塞產
能、鋁合金輪轂產能、汽車輕量
化材料、包裝材料等均居全國第
一，形成了鋁礦石、原鋁、工業
鋁型材、鋁精深加工全產業鏈
條。該市規模以上涉鋁企業 67
家，2018 年主營業務收入實現
3,304.1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臥龍 濱州報道）首屆世界高端

鋁業峰會日前在山東濱州舉行。山東新舊動能轉換國鈺高

端製造產業母基金與山東魏橋鋁電有限公司簽約成立濱州

高端鋁加工產業基金，該基金總規模1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旨在引導濱州市高端鋁加工及產業發展。中國（濱

州）鋁業雲平台同時正式啟動。該平台以在建的「中國鋁

谷」為基礎，計劃打造成世界高端鋁產業互聯網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譚旻煦）記者
從雲南省商務廳了解，雲南對「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貿易額穩步快速增長，
2019 年一季度，雲南省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57.2億美元，
其中，對印度出口額實現6,768萬美
元，增長577.5%，對新加坡出口同比
增長也超過300%。

對印度出口達6768萬美元
據了解，一季度，雲南省對伊拉克、

卡塔爾、沙特阿拉伯、烏茲別克斯坦、
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曼、伊
朗、阿聯酋、俄羅斯、土耳其、越南等
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速較快，主要進口商
品為石油、硫磺和礦石，主要出口商品
為紡織品、機電產品、日用品等商品。
對印度、新加坡、菲律賓、印尼等國家
出口增速較快，其中：對印度出口額實
現6,768萬美元，增長577.5%，主要為
化肥出口；對新加坡出口實現4,891萬
美元，同比增長311%；對菲律賓出口
額為3,298萬美元，增長166%；對印
尼出口額為1.14億美元，增長86.7%。
在雲南省的出口中，對東盟貿易額佔

比較大。2018年，雲南對東盟貿易額
為137.9億美元，增長5.4%。對周邊5
國(緬甸、越南、泰國、老撾、柬埔寨)
的貿易額為128.7億美元，佔全省貿易
額的三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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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成都報道）C3安
全峰會近日在成都舉行，2,300餘名國內外嘉賓
參會。C3即網際空間Cyber、雲Cloud、通信
Communication，寓意「立體、可控、可視」
的安全新機制。C3安全峰會自2016年以來已
成功舉辦三屆，已成為內地最高規格、
最受矚目的年度會議之一。是次峰會還
舉行了網絡安全攻防演練，搭建了5G安
全、XDR等13個展區，全面展示網絡
安全技術創新方面的最新成果。
5G作為一項跨時代的移動通信技術，

將構築起萬物互聯的智慧社會。但是，
5G網絡安全也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
題。中國移動研究院網絡與IT技術研究
所副所長陸璐表示，5G網絡安全解決方
案需要建立統一認證框架，並通過差異
化的切片安全保證提供靈活、開放的安

全能力，從而更好地支撐垂直行業。
當天，亞信安全與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共同

發起，聯合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
中國網安和北京郵電大學，在成都高新區成立
了內地首家5G安全協同創新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俊海 甘肅報道) 2019·
甘肅（隴南）．茶文化旅遊節暨中國茶葉市場發
展論壇日前舉行，本次節會通過茶藝表演、現場
競賣、招商引資項目推介以及學術論壇等多項活
動，助推隴南茶產業和文化旅遊產業高質量發
展，打贏脫貧攻堅戰。 節會期間，隴南市成功
簽約文縣讓水春茶廠建設、徽縣水陽鎮石灘社田
園綜合體項目等招商引資合同項目10個，簽訂
協議4個，簽約總資金8.394億元(人民幣，下
同)。
隴南市委書記孫雪濤表示，隴南茶葉已成為全

市脫貧致富產業，隴南茶區已成為甘肅乃至西北
地區名聞遐邇的茶園生態休閒旅遊景區和天然氧
吧。隴南茶葉產業化發展已經取得顯著成效，9
萬茶農獲益，適生區茶農人均茶葉收入2,800
元，佔貧困戶收入的60%以上。
數據顯示，目前隴南全市茶園面積17.4萬畝，

年產茶葉1,400噸，總產值2.52億元。培育茶葉
加工營銷企業68家、農民合作社64個、加工營
銷戶887戶，註冊茶葉商標71件，隴南茶葉已成
為當地脫貧致富的重要產業，茶葉適生區人均茶
葉收入2,80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
通訊員 楊萃 合肥報道）記者
從合肥高新區管委會獲悉，該
區與江蘇雷科防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東方聯星科技有
限公司三方 22 日簽署合作協
議。
雷科防務與東方聯星擬在合
肥高新區聯合成立北方雷科衛
星導航科技有限公司 (暫命
名），累計投資不低於5億元人
民幣。
北方雷科未來將重點投入軍
用北斗導航基帶、射頻芯片的
研發和生產，支持自主可控芯
片產業化發展，努力實現北斗
芯片市場份額世界前列；圍繞

軍事「北斗+」、軍民融合等應
用領域，展開芯片、模塊、整
機、應用的全面發展。
東方聯星由中國兵器工業集

團公司控股，專業從事北斗衛
星導航核心芯片和應用產品研
發及設計製造的高科技企業，
2008年推出全球首款成熟商用
的 北 斗 衛 星 導 航 芯 片
Otrack32，隨後成功研製出一系
列衛星導航專用芯片和IP核，
着力打造自主可控的北斗中國
芯，產品涵蓋北斗定位、測
速、授時、測向、組合測姿、
短報文通信等大功能，廣泛應
用於航空、航海、航天、氣
象、車載、智能手機等領域。

成都網絡峰會展示5G安全技術雷科合肥建北斗導航基地

■■20192019年年CC33安全峰會現場安全峰會現場。。 記者李兵記者李兵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