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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零售業聯盟(BRC)同店零售銷售年率，前值0.1%
第三季經季節調整流動賬(澳元)，預測63億，前值59億
12月央行政策利率，預測0.75%，前值0.75%
1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1%，前值-0.2%
1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0.1%，前值-0.3%
11月IHS Markit/CIPS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測44.5，前值44.2
10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0%，前值0.1%
10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率，預測-1.9%，前值-1.2%

連日受阻1.30關 英鎊醞釀回調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澳元兌美元周一走穩，稍緩上周的連續三
日跌勢，得益於強於預期的中國製造業數
據。財新/Markit周一聯合公佈，經季節性調
整的11月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升至51.8，為2016年12月以來的最高位。在
澳洲國內方面，數據顯示，在降息推動下，
11月房價創16年以來最大單月漲幅，但這尚
未傳導至建築業，10月新建住房許可大幅下
降。這使得投資者仍預計澳洲央行明年將再
度降息，但周二的12月會議降息的可能性僅
為8%。市場預計澳洲央行4月份之前幾乎肯
定會降息25個基點至0.5%，年底前很有可
能降息至0.25%。

澳元兌美元中短期受壓
澳元兌美元走勢，圖表所

見， 10天平均線已明確下破
25天平均線，加上匯價亦已
連番失守多道平均線，均預示
澳元兌美元中短期續有下跌壓
力。下方支持預估在0.6750以
至十月初低位0.6670，較大支
撐料為0.66水平。至於阻力位
則回看25天平均線0.6830以

及上月初屢試未破的0.6930水平。
英鎊兌美元周一下跌，因民調顯示英國選

情趨緊。英國大選前保守黨的領先優勢收
窄，打擊英鎊。一系列民調顯示在12月12
日的大選之前，保守黨的領先優勢急劇縮
小。英鎊兌美元走勢，匯價已告連續八個交
易日受制於1.30關口；另外，相對強弱指標
及隨機指數正自超買區域回落，預示英鎊兌
美元正醞釀回調壓力。較近支持先回看
1.2820及1.2760水平；較大支撐則指向250
天平均線1.2730水平。另外，以最近一輪的
累計漲幅計算， 38.2% 的調整幅度為
1.2685，擴展至 50%及 61.8%則分別為
1.2590及1.2495水平。阻力位仍會繼續矚目
於1.30關口，較大阻力參考100周平均線
1.3050以至1.32水平。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回落至1.320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470美元水平。

美元兌加元上周三在1.3260附近獲得較大
支持後略為反彈，上周尾段受制1.3315附近
阻力後掉頭跌穿1.33水平，本周初大部分時
間窄幅徘徊1.3270至1.3295水平之間。受到
9月份批發銷售貿易有接近1%升幅影響，加
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佈9月份GDP按月上升
0.1%，升幅與8月份相若，同日公佈的第3
季GDP按季增長0.3%，遜於第2季的0.9%
增幅，而第3季GDP的年增率則為1.3%，亦
弱於第2季的3.5%升幅，數據不利下半年經
濟表現。不過數據未對加元構成太大下行壓
力，主要是數據大致符合預期，而加拿大央
行早在10月版的貨幣政策季報中已將今年的
經濟增長預測調升至1.5%，反映第4季經濟
將有改善。

紐約期油回穩利加元
紐約期油上周尾段未能持穩每桶58美元水

平後曾急跌至55美元水平，對加元構成負

面，但紐約期油本周初迅速重上56美元水
平，有助抑制加元跌幅。此外，加拿大10月
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為1.9%水平，連續8
個月處於1.9%至2%水平，頗為貼近央行1%
至3%通脹目標的中值水平之際，預期加拿
大央行本周三會議將維持政策不變，有利加
元反彈。隨着美元兌加元過去兩個月均受制
位於1.3320至1.3350之間的主要阻力區，預
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回落至1.3200水平。
上周五紐約2月期金收報1,472.70美元，
較上日升11.9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五受制
1,466美元附近阻力後走勢偏軟，本周初大部
分時間徘徊1,454至1463美元之間。美國及
德國10年期長債息率本周初雙雙重上兩周高
點，抑制金價表現，不過現貨金價過去1周
皆守穩1450美元水平，加上美元指數升幅有
放緩傾向，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470
美元水平。

央行政策料不變 加元或反彈
動向金匯

馮強

上周全球無重大事件，雖有部分來自政治的雜

音，但市場整體仍為平靜；根據美銀美林引述

EPFR統計顯示，上周除亞洲、非洲中東等地區

呈現微幅淨流出外，其餘地區股票市場資金皆呈淨流入狀態，其

中美國股市更是淨流入達71.1億美元，重拾動能。 ■安聯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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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規劃許可申請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6(2D)條，以下附表所載根據
條例第16(1)條提出的規劃申請，現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
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6(2F)條，任何人可就有關申請向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
「委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
遲於附表指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
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gov.
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info.gov.hk/tpb/)送交委員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根據城市
規劃條例公布修訂圖則申請、規劃許可申請及覆核申請以及就各類申請提
交意見」。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以及委員會的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info.gov.
hk/tpb/)下載。
	 按照條例第16(2I)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常辦公時間
內在上述地點(i)	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6(3)條就有關的申
請作出考慮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的秘書處，以
及委員會的網頁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
info.gov.hk/tpb/)。考慮規劃申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
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請最遲在會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
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
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	、於會議前上載至委員會
網頁，以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
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頁上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就申請提
出意見的
期限

A/TSW/74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晴邨晴
滿樓地下一號室

擬議政府用途	/	辦公室	/	
學校（補習學校）/	商
店及服務行業

2019年12
月10日

A/YL-
KTS/835

元朗錦田南丈量約份第113
約的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私人花園
（為期3年）

2019年12
月10日

A/YL-
KTS/836

元朗錦田南丈量約份第113
約的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私人花園
（為期3年）

2019年12
月10日

A/YL-
KTS/837

元朗錦田南丈量約份第113
約的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私人花園
（為期3年）

2019年12
月10日

A/YL-
TT/488

新界元朗大棠丈量約份第
117約地段第49號(部分)、
第417號(部分)、第418
號、第419號、第420號(部
分)及第431號(部分)

擬議臨時公眾停車場
(貨櫃車除外)（為期5
年）

2019年12
月10日

A/
HSK/205

新界元朗廈村丈量約份第	
125	約地段第	1792	號餘段	
(部分)、第1794	號B分段餘
段	 (部分)及第1798號餘段	
(部分)

擬議臨時商店及服務
行業（為期3年）

2019年12
月17日

A/NE-
KTS/484

新界上水古洞南丈量約份
第92約地段第1027號、第
1029號、第1030號、第
1034A號、第1034B號、
第1039號(部分)、第1040
號、第1042號餘段、第
1043號餘段、第1044號
餘段(部分)、第1045號、
第1047號、第2233號(部
分)、第2251號A分段餘
段、第2256號餘段、第
2315號(部分)及第2316號
餘段(部分)和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屋宇 2019年12
月17日

A/NE-
TK/677

新界大埔汀角龍尾村丈量
約份第28約地段第140號A
分段餘段、第140號B分段
餘段及第141號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2019年12
月17日

A/TM-
LTYY/391

新界屯門福亨村丈量約份
第130約地段第1211號C分
段(部分)、第1248號(部分)
及第1249號(部分)

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
連附屬儲物室及辦工
室（為期3年）

2019年12
月17日

A/TW/513 荃灣半山街丈量約份第355
約地段第303號餘段

擬議略為放寬地積比
率及建築物高度限制

2019年12
月17日

A/TW/514 荃灣灰窰角街荃灣市地段
第85號及丈量約份第443約
地段第486號

擬議略為放寬地積比
率

2019年12
月17日

A/YL/262 新界元朗宏業東街18號宏
業工貿中心地下L室（部
分）

擬議商店及服務行業 2019年12
月17日

A/YL-
HTF/1101

新界元朗厦村丈量約份第
128約地段第182號A分段
第2小分段(部分)及第182號
B分段(部分)

擬議臨時金屬及布料
回收中心(為期3年)

2019年12
月17日

A/YL-
LFS/353

新界元朗流浮山丈量約份
第129約多個地段和毗連政
府土地

臨時物流中心連附屬
辦公室及泊車位（為
期3年）

2019年12
月17日

A/YL-
ST/562

元朗新田丈量約份第105約
地段第217號餘段（部分）

擬議臨時露天存放私
家車（為期3年）

2019年12
月17日

A/YL-
SK/273

元朗錦上路上村丈量約份
第114約地段第1216號餘段
（部分）、第1217號B分段
（部分）及第1217號A分段
（部分）地下

臨時動物寄養所及犬
隻訓練設施（為期3
年）

2019年12
月24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19年12月3日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規劃許可申請

進一步資料的提交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6(2D)(b)條，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曾就以下附表所載根據條例第16(1)條提出的規劃申
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依據條例第16(2K)條，接受申請人提出的進
一步資料，以補充已包括在其申請內的資料。該等進一步資料現於正常辦
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6(2K)(c)及16(2F)條，任何人可就該等進一步資料向委
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
指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
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gov.hk)或透過
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info.gov.hk/tpb/)送交委員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根據城市
規劃條例公布修訂圖則申請、規劃許可申請及覆核申請以及就各類申請提
交意見」。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以及委員會的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info.gov.
hk/tpb/)下載。
	 按照條例第16(2K)(c)及16(2I)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
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6(3)條就
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的秘書處，以
及委員會的網頁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
info.gov.hk/tpb/)。考慮規劃申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
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請最遲在會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
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
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於會議前上載至委員會
網頁，以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
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頁上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發展
進一步資料

就進一步資
料提出意見
的期限

A/YL-
KTN/681

元朗逢吉鄉
丈量約份第
107約地段第
1636號餘段
（部分）、
第 1 6 3 9 號
（部分）及
第 1 6 4 0 號
（部分）

擬議臨時公
眾 停 車 場
（私家車及
輕型貨車）
（ 為 期 3
年）

申請人呈交有關行程
產生量、路口交通容
量、調動空間的進一
步資料及進一步理
據，以及新交通影響
評估及經修訂的排水
系統建議書，以回應
部門的意見。	

2019年12
月10日

A/K3/584 九龍必發道
100號至114
號

擬議略為放
寬地積比率
限制	

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
料，包括一份全新的
交通影響評估及經修
訂的平面圖包括內部
交通設施的更改。

2019年12
月17日

A/TM/537 新界屯門青
山村丈量約
份第131約地
段第501號及
第533號和毗
連政府土地

靈灰安置所 申請人呈交進一步資
料，包括回應部門的
意見和已修訂的交通
影響評估。

2019年12
月17日

A/
TWW/116

荃灣西汀九
丈量約份第
399約地段第
1 6 2號餘段
（部分）和
毗鄰政府土
地

擬議以0.75
倍地積比率
作屋宇發展

申請人就收到的部門
意見作出回應，並提
交經修改的車輛通道
建議、總綱發展藍圖/
樓宇平面圖及行車路
線分析。

2019年12
月17日

A/YL/256 新界元朗大
旗嶺丈量約
份第120約地
段第1695號
E分段第1小
分段餘段、
第1695號F
分段第1小分
段及第1695
號H分段餘段
(部分)

擬議保育歷
史建築物及
略為放寬建
築物高度限
制，以作准
許的社會福
利設施(安老
院舍)

申請人呈交進一步資
料，包括經修訂的建
築方案、經修訂的環
境評估、經修訂的排
污影響評估、經修訂
的電腦合成照片和透
視圖及回應部門意見
表，以回應部門的意
見。

2019年12
月17日

A/TM/539 新界屯門新
安街13至15
號

擬議略為放
寬 地 積 比
率，以作准
許的工業發
展

回應部門的意見，及
提交已修訂的交通影
響評估、全新的園境
設計總圖、已修訂的
建築圖則，反映建築
物後移以提供行人通
道、排污影響評估的
替代頁和澄清擬議發
展的發展參數。

2019年12
月24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19年12月3日

安聯投信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上
周正式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招致中方反彈，市場擔憂正在
進行中的貿易談判可能受到影響，然
而由於雙方後續發言皆保持克制，加
上美國上周公佈的最新經濟數據多優
於預期，股票市場仍呈漲勢，四大指
數單周皆收紅，其中納斯達克更以
1.72%領漲美股，輔以流入的資金量
能支撐，量價同步增長。

經濟數據佳 緊靠美國資產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經理人謝

佳伶表示，來自政治方面的雜音仍對市
場帶來干擾，隨着香港局勢持續成為美
中關係的熱點之一，相關消息也牽動着
金融市場的情緒；不過謝佳伶進一步指
出，突如其來的消息的確會對市場帶來
波動，然而對投資人來說，由於投資眼
光應放得更加長遠，故標的資產的基本
面以及其所處經濟體穩定度，也是不可
忽略的觀察重點。
謝佳伶指出，觀察全球經濟體，美

國仍為其中動能相對強勁的驅動主力
之一，從近來關鍵數據來看，包括美
國商務部上周最新公佈的第三季國內
生產總值（GDP）、10月份消費者支
出等數據皆較前報上修或優於預期，
加上美儲聯（Fed）於上周公佈的褐
皮書報告中也指出美國經濟近來溫和
擴張，而關稅對於企業成本的衝擊也
有望得到控制，美國整體經濟持續穩
健，故此時若可緊靠美國相關資產，
並在配置上以包括驅動資產成長的增

長股、提供債息的高收益債以及攻守
兼具的可轉債作為核心資產，有望以
穩健步伐應對市場擺盪情緒，使資產
持續增長。

風險情緒平穩市溫和上揚
同時身為安聯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

券基金經理人的謝佳伶表示，現今政
治及經濟局勢日益複雜，許多消息的
變化及轉折往往會在短時間內發生，
不但易牽動敏感的市場信心，也使傳
統上作為避險情緒指標的美國10年期
公債殖利率近月以來於1.5%至2%內
擺盪，價格震盪幅度也偏大，為公債
相關資產帶來波動；與此同時，股票
資產雖然近來在美股持續創高下氣勢
強勁，然而主要領漲大型成長股未必
能提供穩定息收，且也有一定波動幅
度，市場上能提供較佳息收而表現穩
健的資產日益難尋。

投資「短高收」有望抗波動
對此，謝佳伶指出，在債券市場

中，高收益債傳統上雖在波動度及違
約風險上令部分投資人卻步，然而若
嚴控若干關鍵條件，仍可挑選出相對
穩定，且能提供優質息收的債券標
的。舉例來說，高收益債不但與公債
相較有明顯較佳的殖利率，更可藉由
降低存續期至2年左右，以及鎖定由
財務體質良好、屬於低景氣循環產業
的美國企業所發行之高品質債券等策
略，減少利率、違約及下跌風險，進
而降低資產整體波動程度。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無
懼
政
治
雜
音
美
股
重
拾
動
能

股票型基金資金流向

時間

近一周
今年來
■資料來源：EPFR，截至2019/11/27，單位：億美元

美國

71.1
-929.83

已開發
歐洲

3.08
-1075.1

亞洲不
含日本

-3.36
-225.26

歐非中東

-1.02
-32.99

拉丁美洲

4.5
-13.28

全球新興
市場

27.37
6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