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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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國內生產總值(GDP)月率，預測+0.3%，前
值-0.4%

5月國內生產總值(GDP)年率，預測1.3%，前值
1.3%
5月服務業產出月率，前值持平
5月服務業產出年率，前值1.7%
5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1.5%，前值-2.7%
5月工業生產年率，預測+1.1%，前值-1.0%
5月製造業產出月率，預測2.1%，前值-3.9%
5月製造業產出年率，預測+1.0%，前值-0.8%
5月全球商品貿易平衡，預測125.5億赤字，前
值121.1億赤字

5月對非歐盟地區貿易平衡，預測47.00億赤
字，前值45.95億赤字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518.1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1,925.60

5月批發庫存月率修訂，預測0.4%，前值0.4%

5月批發銷售月率修訂，預測0.0%，前值-0.4%
央行利率決議，預測1.75%，前值1.75%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暫時上落於107.60至

109.60水平之間。
金價：將反覆重上1,400美元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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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日圓上周尾段持穩107.75水平後走
勢偏強，本周二曾走高至108.95附近5周高
位。日本央行本月初公佈的6月版短觀經濟
季報顯示，大型製造業景氣判斷指數連續兩
個季度轉弱，加上日本經濟產業省上周四開
始對部分輸出韓國的半導體原材料實施出口
管制，日韓緊張關係升溫，不利雙邊貿易表
現，同時美國6月份非農就業數據強於預
期，減輕美國聯儲局大幅減息的壓力，美國
10年期長債息率連日觸及2.068%水平1周
多高點，美元指數本周二亦攀升至97.60水
平附近3周高點，引致美元兌日圓一度向上
逼近109水平。
另外，日本內閣府本周初公佈，5月份核心
機械訂單按月下跌7.8%，是繼1月份下跌
5.4%後再次掉頭下跌，並且是5個月之內有兩
個月呈現下跌。隨着數據顯示來自民營及政府
的訂單雙雙下降，核心製造業與服務業亦分別
有7.4%及9%顯著跌幅，預示日本下半年的企
業資本開支將趨於不振，不排除日本央行在本
月30日公佈的7月版經濟與物價展望報告中進
一步下調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雖然美元指數
近日偏強，但美元兌日圓過去6周皆受制位於
109.50至110.00之間的主要阻力區，有助抑
制日圓跌幅，而市場等候聯儲局主席鮑威爾連
日發言之際，預料美元兌日圓將暫時上落於
107.60至109.60水平之間。

金價守穩1380美元有望擴升勢
受到美國債息與美元指數雙雙回升影響，
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1,407美元水平後走勢
偏軟，周三曾回落至1,385美元水平1周低
位。不過現貨金價過去兩周均守穩1,380美
元水平主要支持位，若果美國聯儲局主席鮑
威爾本周的發言一旦沒有過於偏鴿，則預料
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400美元之上。

債市續受捧投資級債吸金最多

由於近來全球經貿局勢變化快速，
正負面消息常在短時間內交互傳

出，加上市場資金充沛，投資者對於
避險及風險性資產的需求同時存在。
以避險性債券來說，美國10年期公債
殖利率在上周降至1.95%；與此同時，
風險性債券如全球高收益債與新興市
場債指數同步走揚，分別上漲0.57%與
1.03%。
值得注意的是，新興市場公司債6月

發債量較5月成長40%，在資金與債券

供應面皆增加的狀況下，預料後市仍
有成長空間。
安聯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經

理人謝佳伶表示，短期來看，中美元
首高峰會對貿易爭端暫時休兵的共識
提振了市場信心；而在總經指標方
面，除了作為Fed判斷長期經濟的重要
數據－美國失業率目前維持於歷史低
檔3.6%外，美國6月份製造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PMI）也仍在榮枯分水嶺
50以上。

故若排除短期的雜音干擾，美國經
濟基本體質仍然穩健，下半年經濟有
望持續溫和成長，美國持續是投資者
資產佈局的強資產。

高收益債有望提供不俗回報
在不同類型的美國資產中，公債雖

擁有相對較低的波動及違約率，但因
此時受到市場較多追捧，須注意價格
不宜追高，而高收益債走勢及波動雖
相較接近股市，但若藉由良好的風險
控管，整體來說仍有機會提供不錯的
資本利得及息收。
謝佳伶指出，在佈局高收益債時，

有兩個面向是投資者不可忽略的：首
先，藉由選擇短年期的券種以對抗未
來潛在的利率風險，觀察Fed上月的會
議，會中多名聯儲行長對降息態度已
轉為開放，在調降利率已重新成為政
府刺激市場的選項之一時，利率風險

便成為投資人須要留意的風險之一；
其次是藉由鎖定較高評等（如B、BB
以上）的券種，以有效控制可能出現
的違約風險，此時若進一步鎖定信評
良好的美國企業所發之債券，違約風
險更可進一步降低，讓資產多一重保
護。
安聯動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產品

經理陳宜平表示，在部分資產價格因
市場充沛資金的挹注，導致價格稍高
的狀況下，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卻有着
相較於同類資產（如全球高收益債）
更吸引人的評價，仍保有極佳的息收
機會，而新興市場中的亞洲國家如印
度、泰國及中國此時實質利率也較已
開發國家高，加上其偏向寬鬆的貨幣
及財政政策，預料可對下半年經濟成
長提供一定的刺激及力道支撐，綜而
論之，亞洲高收益債是此時可佈局的
優選收益。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G20後「習特會」正面成果使貿易戰氣氛稍轉和

緩，然因市場對於聯儲局（Fed）今年減息的期

待，推升全球政府債券單周上漲0.68%。從資金流

向角度觀察，全球三大債市資金於上周皆為淨流入，其中投資級

債擴大吸金39.7億美元居冠，高收益債及新興市場債雖略為降

溫，但仍分別有13.6億及17.5億美元的資金流入。 ■安聯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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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利率期貨暗示美聯儲降息50個基點的
概率不到3%，數據公佈前為25%。降息25個
基點的概率仍為100%。美元上漲打壓英鎊兌
美元跌至六個月新低1.2460下方，為1月3日
「閃崩」以來最低位，當時英鎊挫至1.2436。
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工業生產數據將於
周三公佈，英國央行將在周四公佈金融穩定性
報告，可能有助於投資者判斷英國央行是否會
對經濟抱持更加溫和的看法。

關注無協議退歐風險日增
英國央行總裁卡尼上周表示，全球貿易戰和

無協議退歐是英國經濟面臨的與日俱增的風險，
可能需要更多的幫助來應對經濟滑坡。這促使投
資者加大對英國央行降息的押注。市場價格顯
示，目前預期英國央行將在未來12個月降息，
因在面臨經濟不確定性及美中貿易緊張的情形
下，全球各地央行採取寬鬆立場。另外，博彩市
場顯示，目前疑歐派的約翰遜有95%的機率成

為保守黨下任黨魁及英國首相，部分投資人擔心
約翰遜將把英國推向無協議退歐。
技術圖表所見，10天平均線已跌破25天平

均線形成利淡交叉，估計英鎊兌美元傾向繼續
下行行情。另外，經歷了五月的挫跌後，匯價
於六月曾展現一段整固行情，在幾度未能穿破
1.28關口的情況下，過去兩周顯著回落，並形
成一組雙頂型態，頸線位置為上月中旬低位
1.2504，在上周五已下破此區，以280點的頂
部幅度作延伸，技術下試目標約為1.2225。較
近支持料為年初低位1.2436以至1.2360。阻力
先回看1.25及1.2650水平，重要阻力則仍會參
考1.28。
澳洲方面，利率期貨暗示澳洲央行12月前

降息的概率為84%，主要取決於失業率能否出
現澳洲央行期望中的下降。圖表所見，目前
50天線位於0.6950，在6月升破後，如今又得
而復失；再者，MACD亦見跌破訊號線，料
澳元短線仍有下調壓力。支持預估在0.6880及
0.68水平，關鍵參考1月低位0.6715。預計阻
力為0.7030及200天平均線0.7095，下一級看
至4月高位0.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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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600320  900947  證券簡稱：振華重工  振華 B股  編號：臨 2019-012

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權益分派實施公告

    本公司 2018 年度利潤分配方案經 2019 年 5 月 28 日的 2018 年年度股東大會審
議通過。2018 年利潤分配方案：按公司總股本 5,268,353,501 股為基數，每股派發現
金紅利 0.05 元人民幣（含稅）。方案實施具體時間如下 :

A 股 B股
股權登記日 2019 年 7月 15 日 股權登記日 2019 年 7月 18 日

除權（息）日 2019 年 7月 16 日 除權（息）日 2019 年 7月 16 日

現金紅利發放日 2019 年 7月 16 日 現金紅利發放日 2019 年 7月 25 日

每股分配比例 派發現金紅利 0.05
元人民幣（含稅） 每股分配比例 派發現金紅利0.007248

美元（含稅）
最後交易日 2019 年 7月 15 日

    特此公告。 

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 年 7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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