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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進口，前值4.77B
4月貿易平衡，前值922.0M
4月出口，前值5.70B

4月核心全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
0.9%，前值0.8%

4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3%，前值+1.1%
4月零售銷售年率，預測4.6%，前值6.7%
5月CBI零售銷售差值，預測正8，前值正13

4月耐用品訂單月率，預測-2.0%，前值+
2.8%

4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月率，預測0.2%，
前值0.2%

4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月率，前值1.3%

4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財訂單月率，預
測-0.3%，前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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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本周二受制1.2815美元附近阻力
後迅速失守1.27美元水平，周四曾走低
至1.2605美元附近4個多月低位，並延續
過去3周以來的反覆下行走勢。英國首相
文翠珊與在野工黨的脫歐談判自上周五
破裂，內閣嚴重分歧，英國政府的脫歐
協議明顯再沒有獲得足夠支持提交下議
院表決之際，英國泰晤士報本周四傳出
文翠珊可能最早本周五便宣佈辭職，反
映英國政局將趨於不明朗，英國能否如
期10月31日前順利脫歐充滿不確定性，
消息帶動英鎊進一步下跌，險守1.2600
美元關位。

未受惠4月份通脹年率走高
另一方面，美國聯儲局5月份會議記

錄顯示聯儲局傾向保持政策不變之外，
卻明顯沒有顧及關稅戰可能升級的預
期，若果美國往後通脹一旦升溫，則聯
儲局的對應將較為被動。中美貿易戰加
劇，市場避險氣氛升溫，美國10年期
長債息率連日掉頭下跌，周四更觸及
2.348%水平8周低點，日圓匯價呈現反
彈，英鎊兌日圓交叉匯價周四曾下跌至
138.90附近逾4個月以來低位，對英鎊
走勢構成負面。
雖然英國周三公佈4月份通脹年率攀升

至2.1%水平的4個月高點，但英國政局
不穩，硬脫歐風險上升，不利英鎊表
現。預料英鎊將反覆走低至1.2550美元
水平。
現貨金價周三持穩1,272美元水平後，周

四曾向上逼近1,278美元水平，收復本周早
段大部分跌幅。美國聯儲局5月份會議記錄
沒有加息傾向，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迅速
掉頭下跌至8周低點，加上市場避險氣氛明
顯升溫，有助金價進一步反彈。預料現貨
金價將反覆重上1,285美元水平。

中美貿戰 東盟股市相對抗跌

其中，越南股市本月以來還逆勢上
漲0.7%，泰國、菲律賓、馬來

西亞及印度股市同期跌幅則小於世界
指數。匯率方面，美中貿易戰火再起

之後，美元走勢轉強，新興市場貨幣
面臨競貶壓力，本月以來中國人民幣
及拉丁美洲多個國家貨幣兌美元貶幅
逾2.6%，而印度及東盟國家貨幣貶幅

則在0.3%至1.8%之間，相對和緩。
統一大東盟高股息基金經理人張浩

宸表示，美中貿易戰再度開打初期，
由於獲利了結加上市場對於系統風險
的擔憂，外資對新興亞洲股市都是先
減碼的淨流出。
但本周包括印度、印尼的總理大選

及菲律賓的期中選舉，皆已有了最終
結果，且有利於執政策延續，政治不
確定因素解除，再加上避險資金尋求
具有防禦性質標的，高殖利率吸引力
提升，東盟股市由金融股帶動獲得明
顯支撐。

高息內需股吸引資金停泊
張浩宸指出，觀察美國與中國目前

的態度，貿易戰可能續打也可能和
談，但美中科技戰可能將會是長線持
續的趨勢。短期內，市場觀望心態

濃，加上第二季正值科技產業淡季，
東盟股市具高股息的內需股會是資金
停泊的好去處。長線上，全球供應鏈
調整，世界工廠的重新定位與搬遷趨
勢將會緩慢而持續的進程，印度及東
盟國家可望受惠於此效益，為當地的
資本投資、基礎建設及就業等各方面
提供新的成長動能。
個別市場方面，相對看好新加坡、
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尼。張浩宸表
示，預期第二季底開始至下半年，東
盟股市行情展望會漸趨樂觀，各國的
振興經濟措施可望加速推動，其中唯
一經歷大選變天的馬來西亞，新執政
黨過去幾個月來，對於前朝貪污案處
理與重大建設案的重新檢討已近尾
聲，新的基建標案陸續啟動，內資及
外資也同步回流，整體情勢日漸樂
觀。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五月份全球股市再度陷入震盪，美中貿易談判

在最後階段忽然宣告破裂，雙方進入對峙局面。

觀察本月以來（截至21日）全球股匯市變化，位

於風暴中心的兩大股市，美股標普500指數跌2.8%、中國滬深

300指數跌6.3%，其他區域也普遍下跌，歐洲道瓊600指數跌

3%、MSCI AC世界指數跌3.9%，個別國家股市受影響程度不

一。值得留意的是印度及東盟國家，受惠於重大選舉陸續落幕，

不確定因素解除，加上市場看好長線將是供應鏈生產基地轉移的

受惠者，外資開始流入，使得東盟股市及貨幣走勢相對抗跌，下

半年行情展望漸趨樂觀。 ■統一投信

歐元短期仍傾向續探低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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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周四觸及一個月最高位，因經濟和政治
不確定因素充斥市場，令歐元和人民幣等多數
主要貨幣下跌。圍繞德國製造業的擔憂，貿易
戰對亞洲經濟體的影響，退歐疑慮加劇以及即
將展開的歐洲議會選舉，這些問題都讓投資者
保持審慎。
美元指數觸及98.27，為 4月 26日以來最

高，當時曾觸及兩年高點98.33。周四公佈的
一項調查顯示，德國服務業和製造業活動在5
月份下滑，反映了貿易糾紛未決對德國經濟造
成的影響。
除了對全球經濟的擔憂外，政治不確定性憂

慮也是一大問題，尤其是在歐洲。歐洲議會選
舉周四開始，疑歐派預計將
有不錯的選舉成果，引發投
資者擔心歐元的穩定性。
歐元兌美元走勢，RSI及

隨機指數維持向下，而
MACD指標亦再為下破訊
號線，短期內預料歐元兌美
元仍傾向繼續探低。下方支
持關鍵將留意2017年5月底
低位1.1108，剛在上月歐元
就曾低見至1.1110；預計其
後支撐看至 1.10 關口及
1.1820。上方阻力則先看延
伸自3月高位1.1448的下降
趨向線，目前位於1.1230，
較大阻力預料為1.1330及
250天平均線1.1440水平。
英鎊兌美元周四繼續下

挫，觸及四個半月新低，因

迫使英國首相文翠珊確定離職日期的壓力增
大。英鎊近幾個交易日一直下跌。文翠珊為退
歐協議最後一博的努力，引起一些支持退歐的
內閣大臣的反抗，加劇英國政治不確定性。
由於退歐問題陷入僵局，英國的未來走向，

從達成協議有序退歐、無協議退歐、舉行大
選，到二次公投皆有可能。

文翠珊下台壓力加劇 英鎊走疲
英鎊兌美元走勢，圖表所見，MACD指標

重新跌破訊號線；而由二月低位1.2770延伸的
上升趨向線位於1.2885，當前匯價已跌破此
區，料將加劇英鎊兌美元的跌勢。下方支撐預
估在1.26水平，下一級看至1.25以至年初低位
1.2436。上方阻力回看1.2760及1.2860，較大
阻力料為200天平均線1.2950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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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特斯：期待《外商投資法》細化配套法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

上海報道）歐洲高端印製電路
板和半導體封裝載板製造商奧
特斯（AT&S）高層在此間接
受本報採訪時說，今年全國人
大通過新的《外商投資法》，
令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發展迎
來新契機，期待相關政府部門
進一步細化配套法規，確保
《外商投資法》按期實施。另
據透露，該公司計劃繼續投資
重慶工廠，擴大產能。

將繼續投資重慶工廠
提及《外商投資法》，奧特
斯全球移動設備及半導體封裝
載板事業部CEO潘正鏘作了上
述表示。奧特斯於2001年落戶

中國，是奧地利在華最大的工
業投資項目，目前在上海和重
慶均設有工廠。潘正鏘還強
調，奧特斯全面支持中國半導
體和微電子產業的發展大趨
勢，包括微型化、物聯網、
5G、AI和智能製造等。
奧特斯最新發佈的年報顯

示，2018/19財年，旗下移動
設備和半導體封裝載板事業部
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按年增長
8.1%，除了匯率因素，即得
益於重慶工廠的良好經營業
績。
奧特斯集團首席財務官奚莫

瑤在同一場合透露，去年11月
份，奧特斯已經宣佈重慶工廠
封裝載板的生產將進一步擴

產，三年內料投資1.6億歐元，
其中一部分上一財年已經開
支，在今年的2019/2020財年
當中，擴產投資的支出會達到
8,000萬歐元。
「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我們

的資本支出會再增加 1億歐
元，主要用於重慶項目二期投
資，」奚莫瑤說，「重慶項目
還有很大空間，一方面可以讓
我們進行擴產，另外一方面可
以引入以及提升技術。」
潘正鏘補充，奧特斯上海工

廠是全球最大的高端載板和高
密度互連印製電路板（HDI）
工廠，擁有世界領先的埋嵌技
術，不久的將來會在上海開始
大規模生產。

■奧特斯在上海舉行新聞發佈會，圖中為奧特斯集團首席財
務官奚莫瑤，圖右為奧特斯全球移動設備及半導體封裝載板
事業部CEO潘正鏘。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攝

按揭熱線

近年部分發展商改變銷售策
略，由以往普遍豪宅才以招標
形成發售，蔓延至中小型單
位。好處是發展商可爭取賣樓
時間之餘，仍能保持主導角
色。不過，部分買家反映此等
銷售手法及成交資料透明度不
足。
近日，銷監局以涉嫌違反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向某發展商提出檢控。事緣賣
方於銷售相關單位後，僅於成
交記錄冊列出成交價，卻沒有

顯示扣除回贈後的真實價（行
內俗稱「光豬價」）。由於價
錢可較「面價」相差多達兩成
至三成，或令將來買家錯誤高
估單位價值，有「托價」之
嫌。
一般來說，若買家對招標單

位有興趣，可尋找相熟物業代
理幫忙，或能推測發展商的心
儀價錢，增加成功率。另外，
筆者綜合以下幾點購買招標新
樓注意事項，買家宜留意清楚
條款，審慎決定。

（1）樓價影響按揭成數
假設某單位以招標形式推

售，成交價為620萬元，扣除
所有優惠後「光豬價」為580
萬元。如買家打算承造按揭保
險，按揭證券公司會以成交價
即620萬元計算，超出按保門
檻。但以銀行承造按揭，銀行
將以折實價即580萬元計算，
最多只能借出580萬元的六成
即348萬，比原先買家打算的
按保八成金額相差116萬元。

（2）要約及邀約的分別
買家入標競投前，必須留意

標書內容，簽訂的文件可分為
要約(OFFER)或邀約(INVITA-
TION TO TREAT)兩種。前
者為合約一方向另一方列出的
交易條件，在另一方無條件地
接受它後，便可構成為具約束
力的合約，後者則只屬要約邀
請。簡單來說，若買家簽署的
文件為要約，當賣家一方接
納，即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
件，而買家付上的支票亦成為

繳付訂金的一部分。因此，此
時買家就不能退訂，否則只能
撻訂收場。

（3）留意付款審核準則
若打算選用發展商提供的按

揭計劃，要注意發展商的審核
準則，例如壓力測試的要求，
所需證明文件等。要注意能否
批出按揭、批出金額多少，發
展商擁有實際主導權。曾經有
買家已簽訂要約才知悉發展商
按揭不獲批，在此情況下有可
能需要增加擔保人，抬錢上
會，甚至幾十萬的訂金付諸流
水。

(節錄)

新樓招標細節要留神經絡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
劉圓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