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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央行利率決定cash rate，預測1.5%，前值1.5%
7月GFK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0.0，前值10.1
6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00.0，前值99.0
5月UK Finance抵押貸款批准宗數，前值42,989件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511.8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1,888.8
5月耐用品訂單月率，預測-0.1%，前值-2.1%
5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月率，預測0.1%，前值持平
5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月率，前值-2.5%
5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財訂單月率，預測+0.1%，前值-1.0%
5月商品貿易平衡初值，前值709.2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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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特會有譜 資金湧入美股

中美貿易發展上周傳來佳音，美國總
統特朗普於18日推文表示其已和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電話，並同意於
G20會議後針對貿易問題進行磋商。

環球股市同步受提振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上周結束的聯邦公

開市場會議談話中也表示，將在有需要時採
取「適當作為」、以及多名聯邦儲備銀行行
長表示寬鬆利率條件已增強等正面訊息，激
勵美股再次上漲，其中標普500指數更於20
日升至2,954.18點，創下歷史新高。

美國以外的其他地區股市同步受到提
振，如道瓊歐洲600與日本東證指數單周
也分別出現1.59%及1.19%的漲幅；然而
在相關正面消息利多反映完後，後續走
勢仍需密切觀察本周G20峰會狀況，以
及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對是否加徵
新一輪關稅的聽證會結果。

多元投資 掌握收益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經理人謝佳

伶指出，雖然中美貿易戰雜音持續干擾市
場，但在全球多國央行長期的寬鬆政策

下，市場資金充沛，過去數周多次出現股
債雙漲的狀況；近期除全球政府主權債、
新興市場債及高收益債皆呈漲勢外，全球
主要股市多收漲，若此時可藉由妥善的多
元投資配置，同步參與股債成長機會，將
是掌握收益的優勢策略。

應避免重押單一資產
根據美銀美林上周公佈的全球基金經理

人調查指出，許多經理人近來逐漸考慮減
少股票配置，然而在報告發佈的同一周，
標普500指數卻因正面消息的激勵再創歷
史新高，顯示此時波動來得快去得也快。
謝佳伶分析，此類多空反覆拉扯市場的情
況，對於投資者在短時間進行資金的移轉
避險難度也相對提高，建議投資者在佈局
上應避免重押於單一類資產，而可採用包
括成長股、可轉債和高收益債等多重資產
作為核心配置，藉由不同資產的優勢互
補，既可以抵禦波動，又不會擔心錯過成
長契機。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國總統特朗普推文表示G20習特會有譜，加上市

場樂觀解讀聯儲局（Fed）最新談話，市場風險偏好

回溫，美股各大指數上周皆收高。在資金流向方面，

根據美銀美林引述EPFR統計顯示，雖市場如歐亞、拉美及新興國家

等資金呈現流出，美股仍一枝獨秀，資金從前一周淨流入89.04億美

元放大至178.07億美元，動能強勁。 ■安聯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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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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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 ON SHARE REDUCTION RESULT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its entire members of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and 
relevant shareholder hereby guarantee that there’s no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the announcement and would take both individu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its content.
Important Notice: 
●●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major shareholder: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hare reduction plan, 
the HNA Group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HNA Group) holds 593,941,394 shares 
of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taking 3.53% 
of the total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the Changjiang Leasing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hangjiang Leasing, the concerted action person of the HNA Group) holds 517,671,098 shares of 
the Company, taking 3.08% of the total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The HNA Group and its concerted 
action person (the Changjiang Leasing) holds 1,111,612,492 shares of the Company in total, taking 6.61% 
of the Company’s total share capital.
●● Progress of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On March 6 of 2019, the Company disclosed the 
ANNOUNCEMENT ON SHARE REDUCTION PLAN FOR SHAREHOLDERS. The HNA Group plans 
to reduce the shareholding amount in the Company for maximum amount of 168,061,203 shares in the 
method of centralized bidding (1% of the Company’s total share capital) within 90 continuous natural 
days after 15 trading days from the disclosing date of the announced share reduction plan. 

As of the date of this announcement, the time limit of the share reduction expired. The HNA Group 
(shareholder of the Company) did not reduce its shareholding amount of the Company. Therefore above 
stated share reduction plan has not been implemented.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hare Reduction Subject before Share Reduction

Shareholder Type Shareholding Amount
 (In Share)

Shareholding 
Percentage Resource of Shares

The HNA Group Co., 
Ltd.

Non-largest shareholder 
holding more than 5% 

share amount
593,941,394 3.53%

593,941,394 shares 
acquired from 
private issue

Person acting in concert during the share reduction: 

Shareholder Shareholding Amount
 (In Share)

Shareholding 
Percentage

Causes of Action 
in Concert

First Group

The Changjiang Leasing Co., Ltd. 517,671,098 3.08% —

Total 517,671,098 3.08% —

2. Implementation Result of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2.1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of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are disclosed by the major shareholder for the 
following matter: The time limit of share reduction plan expires. 
As of the date of this announcement, the time limit of share reduction plan expires. The HNA Group did 
not implement the share reduction during the time limit of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2.2 Whether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stated above is in consistency with the plan/commitment previously 
disclosed:
 （√）Yes    (  )No
2.3 Whether or not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was implemented :
 （ ）Yes    (√) No
The HNA Group did not implement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during the time limit of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2.4 Whether or not the actual share reduction result reached the minimum share reduction quantity 
(ratio) :
 （ ）Yes    (√) No
2.5 Whether or not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was terminated early: 
 （ ）Yes    (√)No

Board of Directors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June 26, 2019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美元走勢繼續承壓，因美國聯邦儲備理
事會(FED)將放鬆貨幣政策的前景打擊了
對美元的需求。上周美聯儲暗示將在年底

前降息，因越發擔憂經濟放緩以及中美關
稅大戰的衝擊。10年期美債收益率再度跌
落2%，削弱美元相對其他貨幣的利率優
勢。美元指數跌至三個月低點95.84，最
近五個交易日已下挫1.7%。投資者將關注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本周稍晚在大阪20國集團（G20）
峰會期間見面時，是否至少會呼籲暫
緩貿易戰。美國一位高級官員周一
稱，特朗普將他與習近平本周在G20
峰會的會晤視為「保持接觸」、了解
中國在貿易爭端中立場的機會。

歐元料維持強勢
歐元兌美元走勢，自去年 5月以

來，匯價終在周二重返至200天平均
線上方，並正衝擊位於1.14的250平

均線，鑑於RSI及隨機指數亦見維持走
高，可望匯價仍有進一步探高傾向。預估
下一級阻力將看至1.15及今年1月高位
1.1570，較大阻力料為1.1620水平。至於
支持位先會回看200天平均線目前位於
1.1345，較大支持料為1.1280及1.12。
英鎊兌美元走勢，圖表見匯價於6月初

多日上探1.2770水平未果，在一段回跌後
至今又再探此區阻力，周二高見1.2783，
若後市可明確突破此區阻力，可望英鎊將
以雙底形態繼續攀升。下方支撐預估在
1.2640及年初低位1.2436，下一級看至
1.2360。阻力位方面，以五月高位1.3176
至本月低位 1.2504 的累計跌幅計算，
38.2%的反彈水平為1.2760，擴展至50%
及 61.8%的幅度則為 1.2840 及 1.2920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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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日圓上周四受制108.15
附近阻力後迅速轉弱，本周二跌
幅擴大，一度向下逼近106.75水
平約半年低位。日本央行上周四
會議維持寬鬆政策不變，央行行
長黑田東彥的發言傾向在物價升
幅放緩之際採取進一步寬鬆行
動，反映央行憂慮美元兌日圓近
期跌勢轉急，可能不利日本政府
如期在10月份提高消費稅至10%
水平的計劃。

日本下月或推新刺激措施
日本厚生勞動省上周五將4月
份的人均工資增長下修，令日本
的工資連續4個月處於負增長，
不利內需表現，而日本總務省同
日亦公佈5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按月增長停滯，而核心指數更是
按月下跌0.1%，數據明顯呼應黑
田東彥對物價升幅放緩的關注，
不排除日本央行有機會在7月29
日及30日的政策會議上推出新的

刺激措施。雖然日本央行偏向加
碼寬鬆的立場引致日本10年期長
債息率曾下跌至負0.19%水平近3
年以來低點，但美國進一步制裁
伊朗，波斯灣緊張局勢升級，該
因素反而繼續對日圓匯價構成支
持。預料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低
至106.00水平。
現貨金價本周初持穩1,400美

元水平後迅速擴大升幅至1,420
美元水平，周二曾上揚至1,439
美元水平6年高位，進一步延續
上周的升勢。美國與伊朗關係進
一步惡化，波斯灣戰雲密佈，市
場避險氣氛繼續升溫，美國10年
期長債息率周二再次跌穿2%水
平，而德國10年期債息亦一度向
下觸及負0.33%水平紀錄低點，
繼續對金價構成支持。若果美國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本周二晚的發
言未能扭轉美元連日來的弱勢，
則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
1,450美元水平。

央行港發300億央票今投標

人行是次將在港發行200億元（人
民幣，下同）一個月期及100億

元六個月期央票，為人行首次發行有

關期限的央票。美銀美林表示，香
港目前有400億元央票及830億元
中國政府債券餘額，新增300億元
央票將令在港發行的央票總規模增
加75%，可提高離岸人民幣基準
利率的準確性。
此外，央票餘額的增加將可支

持香港CNH流動性管理工具，例
如用於金管局的人民幣流動資金
安排的抵押品。

港銀凈人民幣頭寸平穩
報告稱，假如中美貿易緊張局
勢在G20會議後升級，人民幣貶

值的壓力將會增加。而央行在港增發
央票後令離岸資金池縮小，將可控制

可能出現的人民幣投機性貶值壓力。
美銀美林指，香港銀行業的人民幣
頭寸於3月份約為2,300億元，而這些
可能是高流動性的CNH資產，因為銀
行此前已為中國境內資產被納入全球
主要指數準備了流動性。
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人民幣流通自3月

以來可能已達至平衡，通過港股通流
入香港的內地資金，被經債券通流入
內地的資金所抵銷，因此自3月以來香
港銀行的凈人民幣頭寸未有明顯變
化。
美銀美林稱，增發央票可能令CNH

利率曲線的陡峭壓力增加，而貨幣利
率交叉互換（CNH CCS）曲線的進一
步下跌則可能受到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銀行在香港發

行的一個月及六個月央票於今日進

行投標，投行美銀美林發表報告

稱，此次發行將有助於建立離岸人

民幣（CNH）收益率曲線，並控制

人民幣潛在投機性貶值壓力；由於

本港銀行仍持有大量人民幣資金，

該行預期是次央票的發行將會被市

場充分吸收。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刊發的「關於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證券
投資行為若干規定」指出，黨員幹部可以
從事正當的證券交易活動，但是不能違反
有關規定。
據澎湃新聞轉發的有關文件內容，中紀

委指出，證券市場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黨政機關工作人
員將其合法財產以合法的方式投資於證券
市場，是對國家建設的支持。但文件同時
提醒，「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及
「關於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證券投資行
為若干規定」等為黨員幹部證券投資行為
劃出了紅線。

黨員幹部家屬不得6行為
黨員幹部可以從事正當的證券交易活

動，但是不能違反有關規定。廣大黨員幹部
切記不要有以下行為：一是收送有價證券，
股權；二是違規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三是
違規在國外投資入股；四是進行內幕交易或
者洩露內幕信息；五是公款或者違規借用資
金炒股；六是隱瞞個人持股情況。

另外，對於特定人群買賣股票，文件指
明確列出了不能炒股的四類人群：一、上
市公司的主管部門以及上市公司的國有控
股單位的主管部門中掌握內幕信息的人員
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買
賣上述主管部門所管理的上市公司的股
票。二、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及其派
出機構，證券交易所和期貨交易所的工作
人員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
准買賣股票。三、本人的父母，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在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任
職的，或者在由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
授予證券期貨從業資格的會計（審計）師
事務所，律師事務所，投資諮詢機構，資
產評估機構，資信評估機構任職的，該黨
政機關工作人員不得買賣與上述機構有業
務關係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第四、掌握內幕信息的黨政機關工作人

員，在離開崗位三個月內，繼續受該規定
的約束。由於新任職務而掌握內幕信息的
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在任職前已持有的股
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必須在任職後一個月內
作出處理，不得繼續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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