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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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路透短觀製造業景氣判斷指數，前值正6.0

6月出口年率，預測-5.6%，前值-7.8%

6月進口年率，預測-0.4%，前值-1.5%

6月貿易平衡，預測42.00億盈餘，前值96.83億赤字

6月就業人數，預測10.0K，前值42.3K

6月全職就業人數，前值2.4K

6月就業參與率，預測66.0%，前值66.0%

6月失業率，預測5.2%，前值5.2%

6月儲備資產總額，前值64,122M

6月貿易平衡，前值34.10億盈餘

6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3%，前值-0.5%

6月零售銷售年率，預測2.6%，前值2.3%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7月13日當周)，預測21.6萬
人，前值20.9萬人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7 月 13 日當周)，前值
21.92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7月6日當周)，預測170.0萬人，前
值172.3萬人

7月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數，預測正5.0，前值正0.3

6月領先指標，預測0.1%，前值持平

金匯錦囊
歐元：將反覆重上1.1300美元水平。
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42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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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本周初受制1.1285美元附近阻力後走
勢偏弱，周三曾向下觸及1.1200美元水平，
回吐上周所有反彈幅度。德國7月份ZEW
指數進一步下跌至負24.5水平，歐元周二跌
幅擴大，加上美國同日公佈6月份零售銷售
按月上升0.4%，升幅高於預期，數據導致
歐元連日下試1.1200美元附近支持位。不過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周二晚再次暗示將作
出寬鬆行動，預示聯儲局本月底頗有機會減
息，消息減輕歐元下行壓力，歐元迅速在
1.1200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
另一方面，歐盟統計局上周五公佈歐元區
5月份工業生產按月回升0.9%，是4個月以
來首次回復增長，而本周三公佈的歐元區6
月份通脹年率則攀升至1.3%，高於5月份的
1.2%水平之外，德國6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率亦重上1.6%水平，數據紓緩歐元區通
脹率進一步下行風險，同時市場等候歐洲央
行下周四政策會議結果之際，不排除歐元的
跌幅將趨於放緩。此外，歐元過去4周均守
穩 1.1180 至 1.1200 美元之間的主要支持
區，加上美國聯儲局決策官員相繼發出偏鴿
言論，將有助歐元作出反彈，預料歐元將反
覆重上1.1300美元水平。

金價有力上試1420美元
周二紐約8月期金收報1,411.20美元，較
上日下跌 2.30 美元。現貨金價周二受制
1,418美元水平，周三曾回落至1,400美元水
平1周低位。雖然美國6月份零售銷售強於
預期，帶動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周二晚重
上2.14%水平，美元指數亦一度觸及1周高
點，但隨着聯儲局官員偏向減息，美國長債
息率與美元指數周三有雙雙回落傾向，將有
助金價保持反覆攀升走勢。預料現貨金價將
反覆走高至1,420美元水平。

減息預期再起 美股資金動能轉強

上周之初，因意外強勁的美國六月
非農就業數據，市場對於降息預

期本已降低，然而Fed主席鮑威爾周
三、周四在國會聽證會中談話明顯偏
鴿，再次催生降息預期。
美股一周內受到多空交錯雜音影

響，其間偶有震盪，但最後多收漲，

包括道瓊斯、納斯達克，以及標普
500等指數12日收盤時皆創下歷史新
高。
在全球其他重要市場部分，泛歐600
指數周五微幅收高，亞洲部分因日韓
出現貿易爭端，日本東證指數單周小
跌0.7%，MSCI新興市場指數則是略

微下滑0.8%。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本周進入財報

周，重要金融、消費及科技企業將陸
續公佈第二季財報，由於五、六月為
美中貿易爭端較為劇烈之時，財報相
關預期及落差是否會帶來股市震盪，
宜謹慎關注。

後續經濟展望存不確定性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經理人

謝佳伶指出，雖然Fed偏鴿的言論對市
場帶來激勵，但綜觀全球目前多個區
域既存或潛在的貿易風險，包括：美
中在元首達成共識後，何時正式開啟
新一輪談判，美國與歐盟、法國對於
飛機產業補貼及科技稅之爭議，以及

日韓半導體生產元件出口限縮等發
展，仍對後續經濟展望帶來不確定
性。
由於來自經濟政策以及貿易面的不

確定性仍在，加上市場目前資金流量
充足，除了具有避險特性的債市近來
持續有資金湧入外，美股市場近來數
周也陸續創下歷史高點，可看出市場
在有避險需求的同時，仍對成長保有
一定信心。
對此，謝佳伶建議，可以如成長

股、可轉債與高收益債等多元資產作
為核心，不但可在市場信心足夠時充
分跟漲，也可藉高收益債較佳的息收
以及可轉債靈活轉換的特性，在市場
出現震盪時仍提供資產保護。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由於美國聯儲局（Fed）透露出的降息訊號更為

明顯，美股上周受到激勵，三大指數周五收盤時多

呈現上揚。從資金流向觀察，根據美銀美林引述

EPFR統計顯示，包括歐洲、亞洲及新興市場上周股市資金均呈淨

流出，美股則是由負轉正，資金淨流入約17.26億美元，市場重拾

信心。 ■安聯投信

強勁數據推升美元 無阻紐元探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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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周三走穩，上日美國公佈良好數
據，進一步抑制了對美國聯邦儲備理事
會(FED)本月稍晚將大幅降息的預期。美
國6月零售銷售數據好於預期，打擊了對
於美聯儲月底會議上可能降息50個基點
的預期，提振美元上漲，美元指數升見
至97.40上方水平，幾近扳回上周因美聯
儲主席鮑威爾在國會作證後所錄得的跌
幅。然而，數據基本未改變市場對美聯
儲本月將降息的押注。利率期貨走勢仍
反映本月降息 25 個基點的可能性為
100%，降息50個基點的可能性為27%。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本周二在講話中重
申，將「採取適當行動」保持美國經濟
擴張。他的這番講話確認了目前的降息
預期。

慎防出現調整風險
美元指數走勢經過三日連漲後，RSI及

隨機指數均已踏入超買區域，需慎防美
指繼續上揚的動能或見有限。在位置
上，美指正逼近延伸自五月的下降趨向

線，目前位於97.50，若然短線未能作出
突破，則見美元有着調整傾向。以上月
低位95.84至上周高位97.59的累計漲幅
計算，38.2%的調整幅度為96.90，進一
步擴展至50%及61.8%則為96.70及96.50
水平。圖表有一個值得留意的支撐是200
天平均線，近兩周多次的低位亦僅僅觸
及此指標，目前位於96.80。另一邊廂，
若美元指數可突破上述提及的下降趨向
線，技術上將打破近兩個月來的反覆下
跌局面，延伸上試目標將參考六月高位
97.77，之後則會看今年多度上探的98.40
水平。
紐元兌美元走勢，匯價向上正受制於

六月高位，其時高位見於0.6737，而本周
一及周二的高位則分別見於 0.6735 及
0.6738，若本周往後時間亦未能明確上破
此區，需慎防出現調整風險。以自上周
三起始的累計漲幅約170點計算，38.2%
及50%的調整幅度為0.6670及0.6650，
61.8%為0.6630。反之若可再破高位，亦
即整體走勢正延續着自五月以來一浪高
位一浪的上升態勢。預估其後阻力為
0.6780，較大阻力指向3月高位0.6938以
至0.70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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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組合拳」促海洋港口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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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唐川閣北京報道)
山東省委副書記、山東省省長龔正周二在
北京舉行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佈會
上表示，隨着港口聯盟的成立和「四港、
八方、三互、五通」戰略協議的簽訂，膠
東半島正由交通邊緣向東北亞樞紐轉變，
日韓貨物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以
通過海鐵聯運、空海聯運，到山東加入歐
亞班列。目前歐亞班列已累計開行班次602
列。
龔正介紹說，山東省在海洋港口建設
上，打出了三套「組合拳」。第一是抓整
合。「我們把渤海灣的濱州、東營、濰坊
的港口實質性整合，成立渤海灣港口集
團。我們最近推進青島港和威海港實質性
整合。正在組建山東省港口集團，推動沿
海港口一體化發展。」他說。

整合港口推多式聯運
第二是促聯通。東亞港口聯盟的成立以
及「四港、八方、三互、五通」戰略協議
的簽訂，把膠東半島從交通邊緣變成了東
北亞樞紐，並且海鐵聯運、空海聯運，實

行多式聯運。據悉，自2018年「齊魯號」
首發以來，目前歐亞班列已累計開行班次
602列。
龔正舉例說，「比如日韓許多貨物要到

中亞、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以通
過海鐵聯運、空海聯運，到山東加入歐亞
班列，時間比海運大大縮短，費用比空運
大大縮減，全程通過集裝箱運輸，使得商
品貨物安全得到很好保障。另外，政府與

海關的參與使得整個流程都比較暢通，下
一步我們在東北亞地區也將推廣。」

「五個統一」提效能
第三是提效能。整合歐亞班列，實行五

個統一，即名稱品牌統一、歐亞班列班次
統一、策劃運作平台統一、支持政策統
一、宣傳營銷統一，建立了齊魯號省級運
營平台，提升了整體物流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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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舉行的
國務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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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為川企提供雲上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兵 成都報

道）「亞馬遜的雲上創新」企業論壇
日前在成都高新區舉行，100餘家川企
代表參加論壇。2006年AWS推出雲計
算服務以來，通過位於美國、澳洲等
21個地理區域、66個可用區（AZ），
向客戶提供超過165項功能全面的服
務。記者從論壇上獲悉，日前成都高
新區與亞馬遜通技術服務（北京）有
限公司簽署合作協議，雙方將共建聯
合創新中心。
根據協議，聯合創新中心將為入駐企

業提供AWS雲服務，以及相關的技術
培訓、諮詢及指導，支持入駐企業利用
AWS雲計算、物聯網和大數據，快速實
現全球IT部署和傳統企業轉型升級。
企業、獨角獸企業、平台生態型龍
頭企業為重點的企業梯度培育體系。
今年，成都高新區認定首批梯度培育
企業420家、提高質量效益的孵化載體
52家，兌現支持資金6,516萬元人民
幣。其他產業新政18條措施按計劃今
年逐一落地後，預計支持企業資金超
兩億元人民幣。

內地首個「律師撰寫招股說明書」服務產品落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深圳報

道）在公司IPO過程中，由公司律師撰
寫招股說明書是國際成熟資本市場的慣
例。隨着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中國證
監會、保薦機構正嘗試推動律師撰寫招
股說明書的工作。內地第一批合夥制律
所—廣東華商律師事務所和第一家粵港
聯營律所華商林李黎（前海）聯營律師
日前在深圳舉辦「律師撰寫招股說明

書」服務產品發佈會，標誌着內地首個
「律師撰寫招股說明書」服務產品在深
圳華商律所正式落地。
據悉，華商律師在多年服務資本市場

的業務中，擔任保薦人律師並承擔招股
說明書相關章節的起草工作，已有多個
成功案例。同時，華商聯營所的香港律
師亦曾參與多家香港上市公司招股說明
書的撰寫，有豐富的實務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