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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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
值，預測45.2，前值45.0
7月Marki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
值，預測55.3，前值55.8
7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
值，預測52.3，前值52.6
6月M3貨供額年率，預測4.7%，前值4.8%
7月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
值，預測47.6，前值47.6
7月Marki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
值，預測53.3，前值53.6
7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
值，預測52.1，前值52.2
6月抵押貸款批准件數，前值42,384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500.20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1,827.30
6月建築許可年率修訂，前值122.0萬戶
6月建築許可月率修訂，前值-6.1%
7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前值51.5
7月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
值，預測51.0，前值50.6
7月Markit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
值，預測51.7，前值51.5
6月新屋銷售年率，預測66.0萬戶，前值62.6萬戶
6月新屋銷售月率，預測+6.0%，前值-7.8%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暫時上落於106.80至108.80水平之間。
金價：將反覆重上1,44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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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日
圓上周尾段
在 107.20 附
近獲得較大
支持後呈現
反彈，本周
初重上108水
平，周二曾
向 上 觸 及
108.20 水 平
近1周高位。
市場對美
國聯儲局短
期內不傾向
大幅減息的
預期，帶動
美元指數連
日攀升，周二更一度走高至97.60
水平5周高位，加上美國10年期長
債息率過去兩周均守穩2.01%水平
之上，有助減輕美元的下行壓力，
美元兌日圓得以暫時徘徊 108 水
平。
另一方面，日本總務省上周五公
佈6月份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按月下
跌0.1%，與5月份跌幅相若，而6月
份核心指數則按年攀升0.6%，較5
月份的0.8%升幅放緩，依然是遠離
日本央行的2%通脹目標水平。
市場預期，日本央行不排除會於
下周一及周二連續兩天的政策會議
將進一步推出新的寬鬆措施，引致
美元兌日圓上周五持穩107水平，並
於本周二走高至108.20附近。
此外，約翰遜周二當選英國保守
黨黨魁，將接替文翠珊為新一屆的
英國首相，英鎊兌日圓交叉匯價出
現反彈，一度向上逼近 135.00 水

平，加上歐元兌日圓交叉匯價連日
徘徊120.80附近7周低位後有機會作
出反彈，該些因素亦有助抑制日圓
的偏強表現。但隨着美元兌日圓過
去兩周皆顯著受制108.60至109.00
之間的主要阻力區，預料美元兌日
圓將暫時上落於106.80至108.80水
平之間。

金價升勢再現 料上試1440美元
周一紐約8月期金收報1,426.90美

元，較上日升0.20美元。受到美元
指數連日攀升影響，現貨金價本周
初受制1,430美元附近阻力後走勢偏
軟，不過周二在1,414美元附近獲得
較大支持後便掉頭反彈，一度重上
1,425美元水平，顯示部分投資者現
階段仍傾向逢低吸納，限制金價回
吐幅度，並有助金價繼續保持反覆
上行走勢。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
上1,440美元水平。

負利率時代 三大債市投資至上

回顧2016年負利率公債突破12兆美
元當年度，美銀美林亞洲投資級債

上揚4.6%、美銀美林美國高收益債上揚
17.5%、摩根大通新興市場美元債上揚
9.5%，均高於美國公債之1.7%。展望後
市，新興市場債、美國高收益債、亞洲
投資級債三大債市各擁題材且皆具有較
高殖利率，將為負利率時代最佳選擇，
亦為資產配置不可或缺一環。
2014年6月可說是全球央行史上相當

重要的一刻，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為提
振歐元區疲弱經濟與避免陷入通縮危
機，宣佈多項寬鬆政策，其中最令市場
矚目即是負利率政策，此為全球四大央
行(美國、歐洲、日本與英國)中，第一個

推出負利率的央行。隨後日本、丹麥、
瑞士與瑞典等國央行相繼加入負利率政
策行列，令當時負利率公債規模一度突
破12兆美元，爾後隨着聯儲局加息，美
債殖利率反彈後，負利率公債規模逐漸
下滑。
今年來因應景氣不確定性，多數央行

貨幣政策立場均轉向寬鬆，聯儲局與歐
洲央行更在6月先後釋出未來可能減息
訊號。全球負利率公債金額再度攀升，
而歐洲的主要經濟體幾乎淪為負利率
區，包含德國、法國、瑞士、芬蘭、荷
蘭、奧地利、丹麥等國，截至7月12日
全球負利率公債規模再度創下歷史新
高，突破13兆美元，現今全球約有36%

的公債處於負利率，其中德國與瑞士負
利率公債佔比更突破80%。

利差型債券將持續吸睛
今年來減息預期增添債券的投資魅

力，此外，從投資角度來看，負利率環
境亦影響許多保守型資產之收益率，投
資者紛紛將資金轉入利差型債券，包含
新興市場債、高收益債、亞洲投資級債
等。根據研究機構EPFR最新統計資料
(截至2019年7月11日)，今年來流入股
票型基金之資金鮮少，流入新興市場股
票型資金約121億美元，而美國股票型
資金甚至出現淨流出，資金主要湧入固
定收益基金，其中又以新興市場債券資
金流入485億美元較高，其次美國高收
益債流入156億美元、亞洲投資級債流
入約120億美元。
展望後市，目前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

率約 2.1%、德國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
約-0.3%，而美國高收益債約6.0%、新
興市場美元公債約5.3%、亞洲投資級債
約3.3%(截至2019/7/12)，面對13兆美
元之負利率投資環境，資金可望持續流
入利差型債券。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負利率雖然不是新鮮事，但近期在德國、法國、西

班牙等國2年期公債殖利率均跌破0%水平後，全球

負利率公債規模突破13兆美元，創下歷史新高。觀

察今年來債市表現，在經濟成長放緩、通脹仍低，全球央行掀起降

息潮帶動下，摩根大通新興市場美元債上揚11.6%、美銀美林美國

高收益債上揚10.3%、美銀美林亞洲投資級債券亦上漲約8%。

■國泰投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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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動
向

金
匯

馮
強

紐元兌美元周二下跌，因彭博報道稱
新西蘭央行正在重新審視非常規貨幣政
策策略。新西蘭央行6月維持利率在
1.50%紀錄低點不變，不過警告未來恐
需降息。利率掉期顯示新西蘭央行在8

月7日的下次政策會議上降息25個基點
的可能性為79%。
技術圖表所見，雖然近日紐元自高位

回落，但只要未有跌破本月初低位
0.6567，則仍是維持持一浪高於一浪的

上行格局。不過，RSI及隨機指數正處
下行，短期匯價或仍見回吐壓力。下方
支持回看200天平均線0.6720及本月低
位0.6567。至於上方阻力估計為近日三
探沒破的0.68關口，較大阻力指向3月
高位0.6938以至0.70關口。

日圓處於爭持待變格局
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表示，在引

導貨幣政策時，將密切關注全球不確
定性加劇以及市場震盪可能對日本經
濟造成的衝擊。黑田東彥還表示，即
使面對自然利率的大幅下降，各國央
行也不必對其通過額外貨幣寬鬆刺激
經濟的能力過於悲觀。隨着主要央行
轉向更偏鴿派的貨幣政策，部分市場
人士預計日本央行最早將在本月的利
率審議中放鬆政策，以避免全球風險
升溫破壞日本經濟復甦。
美元兌日圓走勢，匯價過去一個多

月以來處於上落整固，暫未有明確方
向，或要待出現破位後，才可展現出
確實的走向。在阻力方面，美元兌日
圓於月初受制於50天平均線，目前
50天線正處於108.50水平，若後市
可作出突破，估計延伸目標可看至
110關口以至110.70。
另外，倘若以自四月起的累計跌幅

計算，38.2%的反彈水平為108.90，
擴展至50%及 61.8%則為 109.60及
110.25。至於下方會先參考6月低位
106.77，若下破此區，有機會將延續
四月以來的下跌勢頭，延伸目標料為
105；關鍵支持則參考去年三月低位
1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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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天津海鐵聯運班列開通

「相比公路運輸，其更加安
全，價格穩定，且時效有

保障。」長春國際陸港發展有限公
司董事長王玥介紹，首發班列搭載
50車集裝箱貨物，經瀋陽鐵路局、
北京鐵路局管段，行程1,000餘公
里，將於7月25日抵達天津港。

「天津港的國際航線相對密度較
強，可為吉林省內外貿貨物南向下
海提供穩定、便捷、快速的通
道。」王玥說，一周兩班的高頻
次，預計兩個月後能實現穩定運
行。
他又表示，屆時在外向通道節點

上形成內陸港與沿海碼頭的高效聯
動。「海鐵聯運班列與中歐班列
（長滿歐）形成了陸海互補的外貿
國際通道體系。」

羅勳傑：實現吉外貿貨物集港優勢
天津港（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

羅勳傑表示，長春興隆鐵路口岸連
接天津港國際海運網絡的陸上集疏
運高速走廊，將使吉林省的外貿貨
物集港實現運輸安全、價格穩定，
時效保障等優勢，外貿型企業將擺
脫北方極端氣候對國際交易的不利
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 新
疆生產建設兵團商務局最新公佈數據顯示，2019
年上半年，兵團共實施招商引資項目1,971個，
到位資金1,014.4億元，同比增長154.5%。
今年以來，兵團相繼召開招商引資工作推進

會、月度季度招商引資調度會，並制定印發了
《關於大力推進招商引資工作的意見》等多個文
件，編印《兵團重點產業招商圖譜》《兵團招商
引資投資指南》等，為做好招商引資工作提供政
策依據與服務。兵團機關和各師市組建招商小
組，分赴內地發達地區上門招商。截至目前，招
商小組拜訪企業6,531家，接待來訪企業1,983
家，簽訂投資合同或協議440個，涉及投資金額
969.2億元。

將啟動「十四五」招商引資規劃
兵團組團參加了中非經貿博覽會、絲綢之路國

際博覽會等展會，舉辦兵團招商推介會3場，簽
約項目63個，協議或合同金額702.97億元。新
組建了兵團山東、吉林、湖南衡陽等商會；以兵
團異地商會為支點，撬動各省兄弟商會以商結
商、以商招商、以商促商。
下半年，兵團將進一步構建多層次、全方位、

多元化招商大格局，做好重大項目調度工作，啟
動「十四五」時期招商引資規劃和南疆師市「十
四五」時期招商引資規劃編制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臣 合肥
報道） 安徽省日前發佈上半年全省
經濟運行情況，安徽上半年全省生
產總值15,664億元(人民幣，下同)，
按可比價格計算，比去年同期增長

8%，在各省份中排第6位。GDP增
速位次比一季度前移5位，在中部前
移2位。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
1,029.6億元，增長3.5%；第二產業
增加值7,079.3億元，增長8.3%；第

三產業增加值 7,555.1 億元，增長
8.5%。
安徽省統計局新聞發言人趙金寶

介紹，安徽省經濟運行保持總體平
穩、穩中有進、質量提升的態勢，
且經濟整體發展質效提升，主要表
現為產業結構優化、工業增長結構
優化和效益持續改善等方面。

數據顯示，上半年安徽進出口總
額329.8億美元，增長6.6%，好於內
地整體（下降2%），在各省份中排
第7位。其中，出口191.8億美元，
增長11.9%，在各省份中排第8位；
進口138億美元，與去年同期持平。
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 99.3 億美
元，增長6.1%。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盧冶 長春報道）7

月22日，長春至天津

海鐵聯運班列在長春

興隆綜合保稅區首

發，通過區域鐵路支

線運輸與天津港的無

縫對接，老工業基地

吉林再增出海新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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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至天
津海鐵聯運
班列日前在
長春興隆綜
合保稅區首
發，老工業
基地吉林再
增出海新通
道。

資料圖片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上半年招商引資到位資金同
比增長逾倍半。圖為新疆石河子市。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