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暫時上落於 67.00 至

69.00水平之間。
英鎊：英鎊將反覆重上1.2250美元

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活動於1,500

至1,530美元之間。

受制美元指數偏強 澳元暫時橫行
動向金匯

馮強

澳元本周二受制68.20美仙附近阻
力後走勢偏軟，周三向下觸及67.35
美仙水平1周低位，其後略為反彈，
本周尾段曾一度反彈至67.95美仙水
平。澳洲統計局本周四公佈7月份新
增4.11萬個就業職位，大幅好於6月
份表現，失業率繼續保持在5.2%水
平不變，數據顯示就業市場在第3季
的開端迅速改善，有助第3季經濟表
現，澳元持穩67.50美仙水平後小幅
反彈，並於周五重上 67.95 美仙水
平。不過澳洲央行政策立場偏向寬

鬆，澳洲10年期長債息率本周尾段
曾向下觸及0.85%水平紀錄低點，同
時美元指數連日反彈，本周五進一步
上揚至98.30水平兩周高點，限制澳
元反彈幅度。

美數據向好 衰退憂慮降溫
市場憂慮美國經濟有衰退風險之

際，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本周早段
跌穿1.70%水平後擴大跌幅，周四更
一度失守1.50%水平，但美國7月份
通脹升溫，而周四公佈的7月份零售
銷售亦顯著好轉，有利第3季經濟表
現，數據降低市場對美國經濟將迅速
步入衰退的預期，美國10年期長債
息率周五曾反彈至1.56%水平。另外
歐元周五進一步走低至1.1075美元水
平兩周低位，帶動美元指數繼續高點
徘徊於98水平，澳元現階段將不容
易擺脫過去1周以來的橫行走勢。預
料澳元將暫時上落於67.00至69.00水
平之間。

英鎊本周初在1.2015美元附近獲得
較大支持後偏穩，周四呈現反彈，本

周尾段曾向上逼近1.2170美元
水平1周高位。英國本周三公
佈 7 月 份 通 脹 年 率 回 升 至
2.1%，高於6月份的2%水平之
外，更連續4個月徘徊在2%至
2.1%水平，繼續處於英國央行
的通脹目標範圍，而周四公佈
的數據顯示英國7月份零售銷
售值按月攀升 0.2%，好於預
期，按年則有3.9%升幅，有助
英國第3季經濟改善，英鎊迅
速重上1.21美元水平。

投資者傾向逢低吸納黃金
雖然英國首相約翰遜傾向如期在10

月31日脫歐，增加市場對英國出現
硬脫歐的擔憂，導致英鎊近期進一步
失守1.21美元水平，但在野工黨表明
阻止硬脫歐，令英國能否在10月底
脫歐出現變數，有助減輕英鎊的下行
壓力。此外，歐元兌英鎊交叉匯價本
周連日下跌，周五更一度回落至
0.9100附近兩周低位，對英鎊構成支
持，預料英鎊將反覆重上1.2250美元

水平。
周四紐約12月期金收報1,531.20美

元，較上日升3.40美元。美元指數連
日反彈，重上98水平，現貨金價本
周四受制1,527美元附近阻力後遇到
獲利沽壓，周五曾走低至1,505美元
水平。不過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本
周顯著下跌，周五依然徘徊3年低點
附近，加上部分投資者仍傾向逢低吸
納，有助限制金價跌幅。預料現貨金
價將暫時活動於1,500至1,530美元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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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家在約翰遜當選英國新
首相後，都認為這個首相將帶領
英國進入硬脫歐的階段。也就是
WTO脫歐（編按：意味英國與歐
盟之間的貿易關係還原到世界貿
易組織（WTO）基本條款）。事
實上，英國脫歐希望罷脫歐盟對
移民政策和主權等的控制，但英
國又不希望失去歐洲市場這塊大
肥肉。所以又希望和歐盟達成某
種協議。但若要達成這些協議其
實並不容易。

前首相文翠珊的脫歐協議，只
是一個協議，連後面的貿易協議都未開始談都
搞到拖泥帶水。其中主要問題受阻於北愛的後
備方案，就是萬一英國和歐盟未能達成貿易協
議的話，北愛的關稅問題。但貿易協議能談成
嗎? 如果要英國不放棄法律主權，不放棄人員
自由流動的主權，基本上英歐的關係可以大幅
倒退。挪威的模式是人員自由流動，瑞士則遵
守歐盟法。英國可能需要退到土耳其和歐盟，
甚至更差的WTO關係。

市場對硬脫歐過度悲觀
國會並不希望約翰遜帶領英國硬脫歐，所以

不排除工黨郝爾彬提出不信任動議，組成看守
政府，並申請將脫歐時間押後，方便英國進行
大選。約翰遜就希望等到10月31日後才舉行
大選。所以雙方的部署都是大選多於去談新協
議。如果要投不信任動議，可能就在9月初議
會剛放完暑假，就要啟動動議。這對英鎊有
利，因為市場對英國硬脫歐的情緒過度悲觀。
一旦有轉機，市場會當好消息炒。但到真的大
選又是如何又是另一回事。從歐盟議會選舉的
結果來看，留歐和脫歐的支持者還是一半半地
相當接近的數字。所以英國的議會還是有可能
的分裂狀態。最終走向哪方，又是未知數。

英鎊在脫歐公投前在1.44-1.45左右，公投
後最低見 1.14 但這是烏龍盤，中間價是
1.28-1.3。所以如果中間價代表50/50左右的
硬脫機會，最高見1.44的1400點子，那麼硬
脫的最惡劣情況可能就是1.3-1400點子，若
1.16 至1.18左右。市實上投資者已經開始對
英國資產有興趣了。

四低時代來臨「優質收益」崛起

安聯投信指出，隨着貿易衝突時
間不斷拉長，其對全球經濟成

長帶來的衝擊也逐漸浮現，而美國聯
儲局（Fed）為了降低未來經濟下行
的風險而在７月採取的「預防性降
息」，也進一步壓低了實質利率，在
總體經濟、地緣政治環境及政策等因
素的交互影響下，全球恐已進入低成

長、低通脹、低利率、低穩定的時
刻。

低息環境短期難結束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經理人

許家豪表示，自去年貿易戰爆發以
來，資金有從風險性資產流向避險資
產的趨勢；觀察最具指標性的美國10

年期國債，其殖利率自年初以來已從
2.7%來到1.6%至1.7%的區間，近日
甚至一度低至1.623%，低於2年期國
債的殖利率，根據過去經驗，殖利率
的低點往往需至Fed降息循環結束之
時才有反彈機會，而觀察全球經濟逐
漸走緩、不確定性如中美衝突與英國
硬脫歐仍高，以及美國通脹速度未達
Fed預期2%等重要指標，市場預期
Fed下半年有極高的機率再度降息。

觀察全球其他市場，許家豪表示，
新興市場近期也跟上這一波寬鬆降息
潮，除單單8月已有3個新興市場國
家降息外，下半年可能降息的國家比
例也提高至60%；在歐洲市場方面，
包括德國、東歐在內等出口導向的國
家近來經濟受到貿易戰波及偏弱，以
內需為主的法國及意大利也逐漸受到
拖累，歐洲近日公佈的歐元區第2季
GDP下降至0.2%，市場預期歐洲央
行（ECB）極可能於9月會議採取降

息挽救經濟，顯示「低利率」恐難於
短期結束。

收益同時降低波動
在如此低利率、低成長但波動大的

狀況下，許家豪提醒，在投資上應持
續尋找更佳的收益機會，同時力求降
低波動；觀察全球經濟體，美國雖身
處貿易爭端核心，但在如勞動就業市
場、消費物價指數等基本面向上表現
仍有一定水準，而美元身為震盪時期
的避險貨幣之一，也有機會持續走
強，故此時以美國為主的成熟國家資
產，仍將為較為耐震及強勢。

此外，債券波動往往較股票為小，
許家豪建議，此時可維持較高的債券
部位，在不同債券中，國債近來因殖
利率的下跌，從中獲得息收的機會已
不高，而投資等級債反而因具備相對
較佳的殖利率，成為此時可獲得收
益，且相對穩健的選擇。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中美貿易爭端再升級！美國總統特朗普於8月

初突然放話，表示將對中國輸美剩餘價值3,000

億美元的產品課徵10%關稅，全球緊張情勢再

現，而在近日出現的美國10年期國債殖利率曲線低於2年期的

「殖利率曲線倒掛」現象，也引發經濟衰退的隱憂，為全球股

市再次掀起震盪，貿易戰與經濟隱憂帶來的餘波，使全球持續

籠罩在不確定的陰影之中，筆者提醒，在低成長、低通脹、低

利率、低穩定的「四低時代」，能抗震的「優質收益」格外重

要。 ■安聯投信

任曉平
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

帷幄任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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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剛指出，重慶正按照中央的決策
部署，以改革開放 40 年為新起

點，全面融入共建「一帶一路」和長江
經濟帶發展，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加
快建設內陸開放高地和山清水秀美麗之
地。他透露，未來三年，重慶規劃總投
資超過5萬億元人民幣，涉及智能製造、
新能源汽車等先進製造業，物流金融等
現代服務業將釋放出巨大的投資合作。

重點推介特色品牌
重慶對外經貿集團副總經理周才兒指

出，在香港工商界的努力和幫助之下，
「重慶味道」一定會飄向香港的每個角

落，提升重慶農產品在海外的品牌知名
度和美譽度，且順利走向國際市場。她
還詳細介紹了重慶對外經貿集團，以及
下屬明德集團和渝貿通外貿綜合服務平
台，助力重慶農產品企業走出去的情
況。此外，酉陽、潼南、雲陽、石柱等
政府機構代表和火鍋協會代表亦分別圍
繞區縣投資環境、特色產業等方面進行
了專題推介，並對匯達檸檬、潘婆婆蓴
菜等重慶特色品牌和重慶火鍋企業進行
了重點推介。

香港助渝企走出去
香港貿發局西區首席代表呂劍亦表

示，希望重慶企業能夠更好地利用香港
優勢，走向世界。「重慶味道」借此次
美食博覽會能吸引世界各國對農產品的
濃厚興趣。全國政協委員馬浩文，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黃震，香港中華
出入口商會副會長貝鈞奇，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姜增和等政商界人
士參與了是次推介會。

重慶味道推介會 邀港企赴渝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借第30屆香港美食博覽的推廣契

機，由重慶市商務委、對外經貿集團主辦的「2019重慶味道（香

港）推介會」昨在香港舉行，進一步助推重慶食品級農副產品企業

拓展國際市場。重慶市商務委副主任宋剛致辭時表示，重慶擁有眾

多「重慶味道」的高質量農產品，歡迎各位香港企業家赴重慶共享

發展紅利，投資興業，發展中國西部這個大市場。

■2019重慶味道(香港)推介會昨在港召開。前排右三為重慶市商務委員會副主任宋
剛。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成都報
道）「2019中國香港國際美食博覽
會」8月15日在香港開幕，全球參展
商雲集。千禾、吉香居、李記、王家
渡以及丹橙果業等20多家眉山知名食
品企業亮相博覽會。

「參展產品大多是綠色食品、有機
食品、地理標誌保護產品。 」眉山
市農業農村局副局長劉藝介紹，是次

眉山參展企業數量較去年有較大增
幅，參展企業大多是國家級、省級、
市級龍頭企業。

推進「味在眉山」行動
2018年，眉山市食品企業組團參加

香港國際美食博覽會，參展企業產品
現場成交21.7萬元人民幣，達成意向
訂單 2,090 萬元。近年，眉山推進

「味在眉山」行動，湧現出了中國馳
名商標7個、中國地理標誌證明商標
9個、國家地理標誌保護產品10個。

吉香居第三次參加香港國際美食
博覽會，「我們帶來了適合不同國
家消費人群的特色產品，期待通過
市場得到檢驗。」吉香居食品有限
公司竇成良說，希望通過香港美食
博覽會進一步拓展國際市場。

東坡美食亮相美食博覽會

■觀眾品嚐眉山美食。 香港文匯網四川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浪潮集團與
科大訊飛戰略合作簽約。根據協議，雙方將發
揮各自優勢，在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等領域開展全面合作，共同推動「人
工智能+行業」的深度融合，打造AI產業新生
態，加速AI在行業落地。

近年來，隨着人工智能產業的飛速發展，浪
潮與科大訊飛的合作亦愈加緊密。從2015年
11月在美國共同發佈FPGA深度學習語音識別
加速方案，到2018年4月聯合發佈面向語音識
別、翻譯等 AI 應用的 16 卡計算集群「AI
Booster」，雙方的合作已經從最初的服務器
產品購銷，拓展至AI技術與產品的聯合創
新。此次戰略合作簽約，雙方合作關係再次升
級深化，實現了技術、產品、市場等全方位戰
略合作，結成緊密的長期戰略合作夥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宋偉 大連報道）粳
米期貨（代碼RR）16日在大連商品交易所上
市，夜盤和套利交易同步開展。上市首日，各
合約掛牌價均為3,550元(人民幣，下同)/噸。
至收盤，主力合約RR2001報3,685元/噸，漲
3.8%。8隻掛牌合約累計成交27.68萬手，持
倉33,026手。粳米期貨首批上市RR2001至
RR2008共8個合約，交易保證金為合約價值
的5%，漲跌停板幅度為上一交易日結算價的
4%，新合約上市首日漲跌停板幅度為掛盤基
準價的8%，交易手續費為4元/手。證監會副
主席方星海表示，粳米期貨上市後，將與粳稻
期貨一起形成從原料到產品的完整價格發現鏈
條，完善稻米行業風險管理工具。

粳米期貨大商所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奕霞山東報
道）第25屆魯台經貿洽談會將於2019
年9月1~4日在山東濰坊舉辦。屆時將
有台灣工業總會、商業總會等團體、台

企及知名專家學者來魯參會，中國國民
黨前主席、台灣中華青雁和平教育基金
會董事長洪秀柱也將出席，整體規模約
達1,500人。

促魯台經濟高質量發展
據山東省台港澳辦副主任尹曉民介

紹，本屆魯台會主題為「匯聚新動
能，共享新機遇」，持續推進新一代
信息技術、高端裝備、醫養健康、現

代高效農業、文化創意、金融等重點
產業合作，促進魯台經濟合作高質量
發展。

同時，作為本屆魯台會活動之一的第
12屆魯台職業教育交流與合作大會擬定
於10月中旬在台灣舉辦。

浪潮科大訊飛
合作拓AI

■浪潮與科大訊飛戰略合作簽約儀式在濟南舉
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 攝

魯台經洽會下月初濰坊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