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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 108.30 水

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485至1,515

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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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日圓上周早段在105.75附近獲得較大
支持後走勢偏強，上周尾段重上107水平，本
周二曾向上逼近107.50水平5周多高位。市場
預期美國聯儲局下周三會議將有減息行動之
際，中美兩國下月再度展開貿易談判，市場避
險氣氛稍為降溫，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掉頭
回升，本周二更一度攀升至1.65%水平兩周多
高點，支持美元兌日圓走勢，同時歐元兌日圓
交叉匯價過去 1周持續上升，周二走高至
118.75附近3周多高位，亦有助美元兌日圓短
期表現。

長債息升支撐美元
另一方面，日本內閣府本周初將第2季經濟
增長年率向下修訂至1.3%水平，明顯低於初
值的1.8%增幅，而按季則下修至增長0.3%，
遜於初值的0.4%水平，主要受到企業的設備
投資表現不振影響。隨日本第2季設備投資
顯著放緩，不利下半年經濟表現，加上日本政
府將於下月提高銷售稅至10%水平，不排除日
本央行將在下周四的政策會議進一步作出寬鬆
行動。此外，美國長債息率上升，引致美元兌
日圓近日持續偏強，有機會向上衝破過去5周
以來位於 107.00 至 107.60 之間的主要阻力
區，帶動美元兌日圓升幅擴大。預料美元兌日
圓將反覆走高至108.30水平。
周一紐約12月期金收報1,511.10美元，較
上日下跌4.4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
1,515美元水平後跌幅擴大，失守1,500美元水
平，周二曾向下逼近1,486美元水平4周低
位。中美兩國下月重啟貿易談判，避險氣氛降
溫，美國長債息率回升，金價連日遭遇獲利沽
壓，現貨金價未能持穩1,500美元水平後跌幅
擴大，活動範圍有稍為下移傾向。預料現貨金
價將暫時上落於1,485至1,515美元之間。

貿易戰露曙光 債市火力稍降

安聯投信指出，隨中美貿易談
判可望重啟進而帶動市場樂觀

情緒，風險性債券包括新興市場債與
高收益債同步上揚，而近期受惠於市

場避險需求而強力吸金的公債及投資
級債則略為走跌，隨市場風險情緒
轉佳，具觀察指標性的美國10年期
公債殖利率小幅回彈，歐洲市場的風

險指標德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也同
步走揚。

美國資產仍堪稱「強資產」
安聯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經

理人謝佳伶表示，貿易戰自去年發展
至今已一年，隨中美兩國持續擴大
互相制裁、課徵關稅的範圍及幅度，
全球市場除了波動不斷外，經濟受到
的實體衝擊也逐漸浮現，故在選擇投
資標的時，宜注意該資產所在或是相
關的經濟體，是否能在衝擊下保有韌
性並持續成長。

謝佳伶指出，觀察全球各國表現，
美國雖然身處貿易爭端中心，但包括
作為評估通膨狀況的核心個人消費支
出平減指數（PCE）及失業率等兩項
美聯儲（Fed）觀察經濟的重要指
標，皆仍有不錯表現。
除此之外，Fed自身在上周發佈的

褐皮書報告，也對截至8月底的美國
經濟維持「溫和擴張」的描述，顯示
對貿易戰擔憂雖未散去，但企業未來
展望整體仍偏樂觀，並認為美國經濟
短期內不會進入衰退，美國資產仍堪
稱全球中的「強資產」。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上周中美談判傳出突破，市場風險情緒改

善，避險性債券略為下跌；從資金流向的角度

觀察，過去數周作為債市吸金領頭羊的「投資

級債」上周淨流入39.5億美元，較前周明顯降溫，高收益債資

金小幅流出，新興市場債則是淨流入0.2億美元，債市整體資

金量能較之前略為轉弱。 ■安聯投信

硬脫歐預期弱化 英鎊續反撲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人民幣兌美元周二大漲逾百點，中
美官員本月中旬重啟經貿磋商提振市
場樂觀情緒，且隔夜美指回調，推動
人民幣開盤走強。美國財長姆努欽周
一表示，美國官員的目標仍是與中方
「達成一項好的協議」，談判準備在
未來幾周內展開。他並談到，美國和
中國已陷入激烈的貿易戰一年多，就
如何執行任何協議的條款達成了「概
念性一致」。副部長級別的中國官員
將於9月中訪問華盛頓，隨後中國國
務院副總理劉鶴、姆努欽和美國貿易
代表萊特希澤將在華盛頓會晤。
另外，周二公佈的數據顯示，中國

8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
2.8%，高於調查預估中值的2.6%，8
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
下降0.8%，創2016年8月以來最大降
幅。匯市方面，有報道稱德國將推出
刺激計劃、英國無協議退歐可能性下
降以及美中貿易戰取得進展的憧憬均
支撐了投資者對高風險貨幣的需求。

約翰遜失去影響力
英國首相約翰遜周一失去了對退歐

問題的影響力，一項要求他將退歐推
遲至2020年的法案當日成為法律。法
案將迫使約翰遜尋求將10月31日的退
歐期限延長3個月，除非議會批准了
一項協議或者在10月19日前同意無協
議退歐。約翰遜努力打破倫敦的政治
僵局，他第二次要求議會提前舉行大

選，但在周一的表決中遭到否決。
英鎊上周走勢極為反覆，其間曾跌

至三年低點1.1957，隨後又因議員投
票支持阻止英國無協議脫歐而強勁反
彈，至本周升
見 1.2380。技
術圖表所見，
10天平均線升
破 25 天平均
線，RSI 及隨
機指數維持上
揚，或見英鎊
仍有進一步反
撲空間。當前
阻力可留意50
天平均線，自
5月以來匯價
就一直受壓於

50天平均線，目前位於1.2290，若英
鎊兌美元仍可持穩此區上方，料將鞏
固其反撲勢頭。以自三月以來的累計
跌幅計算，38.2%的反彈水準在
1.25，擴展至50%及61.8%則分別看
至1.2670及1.2840水平。支持位預估
在1.2220及1.2080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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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橋銀行攜銀聯發新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澳門

報道）澳門立橋銀行夥銀聯國際

昨日發行五行系列銀聯信用卡。

該系列信用卡設計理念來自中國

古代哲學「金、木、水、火、

土」五行文化，獨具特色，同時

具備閃付功能可「一拍即付」，

並可在多個大灣區城市拍卡乘

車，令持卡人將享受移動支付產

品帶來的便利。

銀聯國際香港分公司助理總經理李兆豐
表示，銀聯與立橋銀行有廣泛的合

作空間，目前立橋銀行正加緊與雲閃付的系
統對接，而銀聯信用卡已經可綁定雲閃付，
很快借記卡也將支持，持卡人將可享受銀聯

移動支付產品帶來的便利。
據了解，立橋銀行成立於1996年，是澳

門的一家全牌照商業銀行，其前身是葡萄牙
第二大市值銀行聖靈銀行在澳門成立的子行
必利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借助本身背景關

係，立橋銀行致力於建設中國與葡語系國家
的紐帶與平台，服務本地和珠江三角洲的企
業、機構及個人客戶，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國
門，同時也幫助海外公司投資澳門及粵港澳
大灣區。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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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商業調查指數，前值-10.4%
9月消費者情緒，前值3.6%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558.5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2,367.2
8月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率，預測1.7%，前值1.7%
8月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0%，前值0.2%
8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最終需求PPI年率，預測2.2%，前值2.1%
8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最終需求PPI月率，預測0.2%，前值-0.1%
8月扣除食品、能源和貿易的最終需求PPI年率，前值1.7%
8月扣除食品、能源和貿易的最終需求PPI月率，前值-0.1%
7月批發庫存月率修訂，預測0.2%，前值0.2%
7月批發銷售月率修訂，預測+0.2%，前值-0.3%

動
向

金
匯

馮
強

工商資訊資訊 ■責任編輯：陳 濤 ■版面設計：歐鳳仙

李俊在活動上致開幕詞表示，今年是中
法建交55周年，希望通過此次活動促

進中法兩國文化交流，對外展示中國的文明
進步，彰顯中華文化的感染力和影響力，同
時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讓中國傳統文化
走向世界的舞台。
今年選在浪漫之都巴黎舉辦非遺展，也是
回應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海內外共用
中華文化藝術。此次展出作品包括奉賢四團
土布、金山農民畫、海派漆器、非遺旗袍、
盤扣等50餘件，展品分別由上海市金山區和
奉賢區提供。其中，金山農民畫是在江南民
間美術土壤中滋生出來的一朵奇葩，汲取刺
繡、剪紙、灶壁畫等傳統藝術，把水鄉清新
而芬芳的泥土風韻與現代農村豐富的生活氣
息融為一體，構思新穎、造型誇張、色彩明
快、構圖飽滿，存傳統精髓，匯時代風華，
至今，金山農民畫畫院已有6位畫家被命名

為市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18位畫家被命名
為區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28位畫家被命名
為金山農民畫畫師。在此次展覽中，他們的
作品也成為了展會上最吸睛的亮點。
在現場交流環節中，不少中外嘉賓驚歎
於非遺展品傳承人的精湛手藝，對非遺旗袍
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尤其對香梅文創帶來
的土布旗袍表演秀讚不絕口，表示將來有機
會一定要去中國拜訪非遺土布旗袍的傳承
人，嘉賓們並表示希望將來能與香梅文創深
入合作，將中國非遺文化元素融入國際時尚
設計之中。與此同時，香梅文創還在法國埃
菲爾鐵塔、凱旋門、盧浮宮等進行了旗袍秀
的展示。
活動中，主辦方一行拜訪了巴黎中國文
化中心，與文化中心主任嚴振全介紹此次香
梅文創中心來巴黎參展的非遺作品，並贈送
了2018年上海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所做的

活動年報。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法國第二屆上海市
非物質文化遺產展，還吸引了巴黎高級定制
中心的注意，並邀請主辦方一行參觀了巴黎
高級定制中心，希望在國際高級定制的設計
中融入更多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就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進行溝通和交流。與此
同時，活動得到了文化部、法國文化中心的
大力支持。
據了解，活動通過國際文化交流，加強
上海與世界各國，各地區人民的相互瞭解
和友好合作，是上海頗具影響的國際文化
交流機構。承辦方上海香梅旗袍文化創意
促進中心是在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
為業務主管單位的領導下，由上海市社會
團體管理局核准的公益性社團組織，現已
成功舉辦多次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國際非
遺文化傳播活動。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公布的最新統計數
字，乳癌是本港女性最常見的癌症。在本港
女性中，乳癌是第三位致命的癌症，僅次於
肺癌和大腸癌。信諾集團旗下信諾香港支持
「癌症基金會粉紅革命」活動，向公眾宣揚
關注乳房健康的訊息，並為患上乳癌的香港
女性提供支援。信諾香港行政總裁及區域總
經理陳宇文表示：「信諾香港一直致力成為
客戶的健康及保健夥伴，提供全面的醫療保
險方案。是次支持「癌症基金會粉紅革
命」，旨在透過教育公眾不同預防乳癌的方
法，讓香港女性了解及早預防及定期檢查的
重要性。信諾香港一直致力回饋社會，希望
為香港人的生活帶來正面的改變。」
為支持這項有意義的活動，由即日起至

2019年12月31日，信諾香港將根據每份

「信諾危疾系列女性全方位計劃」發出的保
單，捐贈港幣一百元予香港癌症基金會。
「信諾危疾系列女性全方位計劃」是專為本
地女性而設的醫療保險方案，為不幸確診患
上嚴重疾病的女性提供醫療保障、預防保健
方案及收入保障。

希瑪眼科的業務持續快速增長，截至6月
30日整體表現較去年同期增長了37.6%。希
瑪北京、昆明、上海的進展較去年同期增加
了181.2%。另外，希瑪眼科於2019年3月
28日完成收購昆明眼科醫院，並已於2019
年6月正式開業；而上海瑞視眼科的收購將
於2019年9月底前完成。
中央近日發布《關於支援深圳建設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當中提
出深圳要擴大優質醫療衛生資源供給，鼓勵
社會力量發展高水準醫療機構，為港資澳資
醫療機構發展提供便利，並放寬境外醫師到
內地執業限制。希瑪眼科主席兼行政總裁林
順潮表示，該政策對希瑪眼科未來發展非常

有利，希瑪眼科將大力拓展深圳及大灣區業
務，並以此為發展重點。除深圳以外，希瑪
眼科位於大灣區的第二家眼科醫院計劃於
2019年第四季度或2020年首季度在惠州開
業，同時正在大灣區其他城市積極物色收購
醫院。
據悉，希瑪眼科於2018年1月上市前只
有香港和深圳兩個單元；至2019年底，將
增加至六個（香港、深圳、北京、昆明、上
海、惠州）。2020年底，有望增加至8-12
個單元。

■信諾香港支持「癌症基金會粉紅革命」活動

信諾香港支持香港癌症基金會 宣揚關注乳房健康的訊息

希瑪眼科將加快深圳及大灣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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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由上海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主辦，上海香梅旗袍文化創
意促進中心承辦的全球「定制」一帶一路文化交流，第二屆上海市
非物質文化遺產展在法國巴黎盛大舉行。活動特邀上海香梅旗袍文
化創意促進中心會長李俊、法國國際文化中心協會秘書長伊莎貝拉·
巴蒂奧利、法國中小企業家協會主席Le Peltier Francois、法國波爾
多葡萄酒行業協會主席伯納德．法傑、中法文化交流友好協會名譽
會長蔡關穎琴、法國世界模特大賽最佳創意表演獲得者劉鐵晶、世
界全球華人婚慶產業傑出人物牛文潔、The world Lotus culture
exchange association 主席金春輝、HUILI (S) MANAGEMENT
CONSULTANCY集團的Amy Xu主席等共同出席。

全球「定制」一帶一路文化交流

第二屆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展在法國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東涌二手交投倍增，
主要因為業主肯減價，吸引買家入市。最近
3天該區共錄得16宗成交，本月累計錄得21
宗成交，中原地產陳旭明表示，東涌區內屋
苑較上月同期4宗增逾4倍，成交集中600萬
至700萬元的2房單位。映灣園9座中層F
室，實用面積565平方呎，兩房間隔，業主
於上月底叫價730萬元放盤，見近期同類單
位錄得造價666萬元的成交，最終減至653.8
萬元將單位沽出，平均實用呎價11,572元，
共減76.2萬元或1成。

中原地產林溢斌表示，該分行剛促成東涌
東堤灣畔1座中層A室成交，實用面積544平
方呎，兩房間隔，叫價750萬元，累減60萬
元至690萬元沽出，平均實用呎價12,684
元。買家為外區人士，於東涌睇樓已一段時
間，心儀東堤灣畔，因為近港鐵站，交通方
便，但價錢高於預算，難得最近市場氣氛淡
靜，樓價回落，上址業主放售意慾實在，加
上減幅吸引，快速拍板承接。原業主則於
2013年以約460萬元買入單位，持貨6年，
賬面獲利230萬元，升值50%。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樓市表現不濟，加上
多個一手新盤準備推售，二手市場出現大幅
劈價成交個案，利嘉閣地產鄧偉健表示，該
行新近促成美孚新邨6期蘭秀道38號高層C
室單位的二手成交個案，實用面積約678方
呎，建築面積約906方呎，採三房一套間
隔。單位放盤約2個月，由叫價1,150萬元減

至 950 萬元交吉易主，減價 200 萬或約
17%，折合實用面積呎價約14,012元。據了
解，原業主約於2015年5月，以約730萬元
購入上述物業。持貨約4年，現轉手賬面獲
利約220萬元，物業升值約30%。屋苑本月
暫錄約2宗二手成交個案，平均實用面積呎
價約13,400元。

減價盤引買家東涌3天16宗成交

美孚新邨三房套劈價200萬易主

■立橋銀行董
事會主席章晟
曼、銀聯國際
香港分公司助
理總經理李兆
豐、澳門經濟
學會會長劉本
立、立橋銀行
執行董事兼行
政總裁杜淼淼
等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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