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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夥泰央行研數碼貨幣
香港文匯報訊

屈臣氏會員計劃 大灣區通用
■根據調查顯
示，亞洲人每年
平均到亞洲地區
外遊 1.7 次，當
中香港人到亞洲
地區外遊次數達
2.2 次，全亞洲
排名第二。圖為
遊客向售貨員了
解產品詳情。
資料圖片

金管局與泰國中

央銀行於剛過去的周日（12 日）簽
署並交換《諒解備忘錄》，以加強
雙方在促進金融創新方面的合作。
根據《諒解備忘錄》，金管局與泰
國中央銀行將就關於央行發行數碼
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一項於亞洲7個
地區進行的大型消費者調查，訪問了
14,000 名消費者，結果顯示亞洲人每年
平均到亞洲地區外遊 1.7 次，當中香港
人到亞洲地區外遊次數達 2.2 次，全亞
洲排名第二，僅次於新加坡的 2.7 次。
香港不但是亞洲區最受歡迎的旅遊地點
之一，而且深受大灣區的內地顧客的歡
迎，其中 70%認為香港是他們的首選旅
遊熱點。
為把更多禮遇帶給經常到亞洲各地旅
遊的顧客，屈臣氏會員將自動升級為
Watsons One Pass「一卡隨享」，用所
屬地區的會員身份即可在旅遊時盡享海
外屈臣氏會員優惠。Watsons One Pass
率先在粵港澳大灣區推出，讓大灣區會
員在旅遊時，可於旅遊熱點享受當地屈
臣氏優惠。香港的屈臣氏會員憑「易賞
錢」卡或「易賞錢」手機應用程式亦享

cy, 簡稱 CBDC）作聯合研究。

由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與泰國中央銀行行
長 Veerathai Santiprabhob 於巴塞爾
簽署《諒解備忘錄》。根據《諒解備忘
錄》，金管局與泰國中央銀行將會互相轉
介創新業務、共享資訊和經驗及合作開發
創新項目。其中一個正在探討中的合作項
目是關於央行發行數碼貨幣（CBDC）的
聯合研究。相信雙方從過往各自就央行數
碼貨幣作出的研究（分別為金管局的 Project LionRock1 研究計劃與泰國中央銀行的
Project Inthanon2 研究計劃）所取得的知
識和經驗可被應用到是項聯合研究之中。

雙方推動創新和加強經驗分享
陳德霖表示，金管局和泰國中央銀行是
長期合作夥伴，於多個重要金融領域都有

■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左）與泰國中央銀行行長 Veerathai Santiprabhob 簽署並交換
《諒解備忘錄》。
合作。很高興與行長 Santiprabhob 簽署金
融科技《諒解備忘錄》，將雙方的合作提
升至更高層次。這份《諒解備忘錄》不僅
體現了雙方共同展開金融科技項目的決
心，也突顯了雙方在促進中央銀行之間跨
境合作的持續努力，以推動創新和加強經
驗分享。金管局期待與泰國中央銀行合
作，並看到雙方共同努力下所取得的正面

成果。
Santiprabhob 也表示，這份《諒解備忘
錄》是泰國中央銀行與金管局之間金融科
技合作的重要一步。雙方合作所產生的協
同效應將帶來對大家都有利的成果。他相
信科技進步在提升金融服務質素方面有巨
大潛力，而作為監管機構，有責任建立一
個有利創新的生態圈。

亞洲高收益債牛市可期
中美貿易衝突加劇，美國 5 月 10 日如期上調 2,000 億美元中國進
口產品關稅至 25%。周一(5 月 13 日)中國祭出關稅反擊，美國貿易代

投資攻略

表署(USTR)也如期公佈約 3,000 億美元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清單。

中國採取報復性關稅，投資者擔心貿易戰衝突擴大，投資者擔憂對下半年景氣回升
造成阻礙，對金融環境不利。
界指出，觀察亞洲高收益債指數歷年報酬
率，歷史經驗顯示，在亞洲高收益債出現負
報酬的隔年，往往會維持數年的牛市，2018 年經
歷過-3.2%表現的低潮過後，亞洲高收益債今年可
望落底翻揚，是目前震盪市場下的資產配置選擇
之一。

業

相對於股市震幅偏低
日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鄭易芸表示，
觀察債券市場表現，近一周表現落在 0 至-0.9%區
間，JACI 亞洲高收益債指數下跌 0.1%，相較於
股市震幅偏低，防震力突出。目前亞洲高收益債

■日盛投信
利差已從高水平回落至合理區間，價格逐漸回
升，獲利關注點從高息收益轉為高資本利得，後
市在大環境續持穩下，亞洲高收益債價格未來仍
深具上漲潛力，資本利得獲利值得期待。
鄭易芸指出，中美談判破局將使市場情緒負面
反應延續，佈局重點將轉向短存續低波動收息資
產。
此外，由於亞高收益債整體存續期間較短，相
對穩健，且產業以房地產產業的內需概念為主，
並不直接受貿易戰關稅上調的威脅，後續將持續
觀察市場對總體樂觀氣氛的維持，以及第 12 輪貿
易協商結果。

相同禮遇。

一卡通用 享跨地域禮遇
屈臣氏集團在大灣區共 11 個城市均設
有零售店，Watsons One Pass 將率先在
大灣區超過 660 家屈臣氏店舖試行，將
在稍後時間登陸其他亞洲市場，包括新
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台灣和印尼，
讓更多會員享受優越服務。
集團首席營運總監倪文玲十分期待大
灣區為屈臣氏集團帶來的新機遇，集團
在亞洲連續 10 年成為最佳個人護理店品
牌，會員數目超過 9,000 萬，而大部分
會員都經常外遊。集團在很多旅遊熱點
均設有店舖，顧客亦表示他們樂於在海
外的屈臣氏消費，因此集團決定把會員
計劃國際化，讓顧客能一卡通用，跨境
使用其會員卡，盡享更多精彩優惠及禮
遇。

觀望消費者物價指數 加元暫橫行
金匯 動向

'

馮強
美元兌加元上周五持穩 1.3380 水平後迅速重上 1.34 水
平，本周初呈現反彈，周二曾向上逼近 1.3490 水平，大
致收復上周尾段所有跌幅。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佈 4
月份新增10.65萬個就業職位，創下有記錄以來最大單月
增幅，失業率亦下降至 5.7%水平 4 個月以來低點，降低
加拿大央行今年內的減息機會，數據帶動加元轉強，美
元兌加元一度跌穿1.3400水平。
不過中美關稅戰升級，不利商品貨幣表現，加上紐約
期油本周初受制每桶63美元水平後掉頭回落至60美元水
平，引致加元迅速回吐上周五所有升幅。加拿大本周三
將公佈 4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投資者在等候該通脹數
據之際，美元兌加元周二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 1.3460 至
1.3490水平之間。
另一方面，加拿大央行上月 24 日政策會議表示第 2 季
經濟將會好轉之後，剛公佈的 4 月份就業數據顯著轉
強，但中美貿易戰加劇，不排除加拿大央行繼上月會議
下修今年經濟增長預測，本月 29 日會議後的政策立場亦
將較為偏鴿，限制加元反彈幅度，有助加元保持過去 3
周以來的橫行走勢。預料美元兌加元將暫時上落於
1.3350至1.3550水平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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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上 1,300 美元之上，周二曾觸及 1,303 美元水平近 5 周
高位。雖然美元指數本周早段連日反彈，稍為限制金價
升幅，但美國與伊朗關係持續緊張，波斯灣戰雲密佈，
運油輪遇襲，市場避險氣氛升溫，部分避險資金流入金
市，有助金價保持偏強走勢。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
至1,310美元水平。

避險氛圍 金價保持偏強
周 一 紐 約 6 月 期 金 收 報 1,301.80 美
元，較上日升 14.40 美元。現貨金價本
周初持穩 1,282 美元水平後迅速上揚，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暫上落於 1.3350 至 1.3550 水平。
金價：將反覆走高至 1,310 美元。

貿易戰加重減息風險 澳元續軟
金匯 出擊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250天平均線0.7215水平。
新西蘭財政部長羅伯遜周二表示，美中貿易
戰以及英國退歐的不確定性，令新西蘭出口商所
處的全球環境更加不穩定。羅伯遜並稱，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IMF)預測新西蘭 2019 年經濟增長率
為2.5%；2020年料增長2.9%。
紐元兌美元走勢，圖表見由去年 11 月至今整
體走勢形成了一組雙頂形態，故若匯價明確跌破
0.6580水平的頸線位置，料將迎來更大的下試壓
力，預估延伸跌幅將看至 0.65 以至去年 10 月低
位0.6424，進一步將參考0.62支撐。上方阻力預
料在上周初未許升破的 0.67 水平，較大阻力估
計在250天平均線0.6750水平。

在周一大幅下挫後，澳元兌美元周二進一步
跌見至 0.6940 水平，創 1 月初閃跌以來最低。中
國回擊美國關稅措施，衝擊全球金融市場，激發
對澳洲降息的臆測。在美國上周大幅提高中國輸
美商品的關稅後，中國政府宣佈對進口自美國的
商品徵收報復性關稅。中國外長王毅稱，中美雙
方的談判團隊有能力、也有智慧解決好各自合理
需求，最終達成一份互利雙贏的協議。美國總統
特朗普周一表示，他將在下個月同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會面。他預計，他們的會談可能「富有成
果」。利率期貨市場認為 8 月前
澳洲降息 25 個基點的可能性為
100%，7月採取行動的可能性為
第一季就業人口季率初值，預測0.3%，前值0.3%
72%。
第一季就業人口年率初值，預測1.2%，前值1.3%
17：00 歐元區
第一季第二次估值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預測0.4%，前值0.4%
下方支持料為0.6920
第一季第二次估值國內生產總值(GDP)年率，預測1.2%，前值1.2%
技術圖表所見，RSI 及隨機指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418.10
數已見重新下跌，而匯價在過去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1,238.50
一個月亦一直受壓於 10 天平均 19：00
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5月10日當周)，前值
線，而本周再創低位後，料澳元
美國 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5月10日當周)，前值
兌美元仍見有探低傾向。預計下
5月紐約聯儲製造業指數，預測1.5，前值10.1
方支持料為 0.6920，隨後較大支
4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2%，前值1.6%
撐將看至0.68以至年初閃崩觸及
4月扣除汽車的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7%，前值1.2%
的低位 0.6715；關鍵將直指 0.65 20：30
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4%，前值0.7%
水準。阻力將回看 10 天平均線
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2.0%，前值1.9%
加拿大
0.6990，此區同時亦為自四月來
4月央行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前值0.3%
4月央行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前值1.6%
的下降趨向線位置，故澳元需回
4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0%，前值-0.1%
返此區才有望扭轉過去一個月以
4月製造業產出月率，預測0.1%，前值持平
21：15
來的下跌趨勢。以這一輪的跌幅
美國 4月經季節調整的產能利用率，預測78.7%，前值78.8%
計 算 ， 38.2% 的 反 彈 水 準 為
3月商業庫存月率，預測0.0%，前值0.3%
0.7040， 50% 及 61.8% 則 為
22：00
5月NAHB房屋市場指數，預測64，前值63
0.7075 及 0.7105。較大阻力參考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