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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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食品價格指數，前值-0.7%
12月HICP月率，預測0.5%，前值0.5%
12月HICP年率，預測1.6%，前值1.6%
2019年GDP，預測0.6%，前值1.5%
12月核心CPI月率，預測0.3%，前值0.2%
12月核心CPI年率，預測1.7%，前值1.7%
12月CPI月率，預測0.2%，前值0.2%
12月CPI年率，預測1.5%，前值1.5%
12月RPI月率，預測0.4%，前值0.2%
12月RPI年率，預測2.3%，前值2.2%
12月未經季節調整PPI投入物價月率，預測+0.1%，前值-0.3%
12月未經季節調整PPI投入物價年率，預測-0.8%，前值-2.7%
12月未經季節調整PPI產出物價月率，預測0.0%，前值-0.2%
12月未經季節調整PPI產出物價年率，預測0.9%，前值0.5%
11月未經季節調整的貿易平衡，前值280億盈餘
11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4%，前值-0.5%
11月工業生產年率，預測-1.1%，前值-2.2%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471.3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1,713.70
1月紐約聯儲製造業指數，預測正3.5，前值正3.5
12月最終需求PPI年率，預測1.3%，前值1.1%
12月最終需求PPI月率，預測0.2%，前值持平
12月扣除食品和能源最終需求PPI年率，預測1.3%，前值1.3%
12月扣除食品和能源最終需求PPI月率，預測+0.2%，前值-0.2%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高至1.125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上落於1,530至1,560美元之間。

經
濟
下
行
壓
力
減

歐
元
反
覆
上
行

REITs今年前景佳 宜買跌忌追升

根據UBS的研究顯示，全球RE-
ITs 近 10 年的年化收益率達

11.5%，高於全球股票的10.0%，年
化波動性與全球股票相當。而綜觀
REITs眾多子產業，因為各產業的基
本面不一，各區域的投資題材不同，
因此建議今年REITs投資透過全球佈

局較適合。產業方面，辦公室、工
業、住宅、醫療、資料中心、電信塔
等相關子產業仍看好，而零售業面對
線上銷售的競爭，營運壓力較大。
歐陸維持低利環境、房地產類股現

金流穩定，再加上主要城市新增供給
有限，今年行情看漲。以券商UBS

預估之房地產2020年價格估算，目
前歐陸房地產類股平均折價13%，與
歷史平均相當。

歐陸房地產股看俏
各類股當中，辦公類股看俏，像是

法國巴黎的空置率不到2%，A級商
辦租金收益率2.8%仍有下降空間。
國泰投顧提醒，今年歐陸不動產投資
需留意政治風險，像是德國柏林議會
在去年提案將住宅租金凍結5年，今
年漢堡及不來梅可能也會出現類似風
險。另外，工業物流將受電商普及帶
動，由於歐洲每人平均物流面積僅美
國的3分之一，未來成長空間仍大，
而以每百萬人擁有的自助倉儲設備數
目來看，歐洲自助倉儲的長線發展空

間相當大。
至於英國，在去年12月國會大選

後，由保守黨取得絕對優勢，脫歐時
程的不確定性消除，未來應可回歸基
本面走勢。其中倫敦的地位未受脫歐
影響，優質商辦供給有限，辦公室類
股自脫歐公投後至今的表現高於大
盤，目前空置率7.6%為歷史低點，
預估未來5年每年需要15萬平方英尺
的辦公室面積，故租金有上漲空間，
辦公室類股可望再啟漲勢。
日本方面，去年出現公司併購的情

形也可望加溫，資本市場已開始注意
到開發商股價相對持有物業賬面價值
的大幅折價情形，而日本三大房地產
開發商積極進行庫藏股買回及提高資
本運用效益，股價可因此加溫。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面對2020年，由於全球經濟呈現溫和成長，

主要央行可望維持寬鬆貨幣政策，房地產信託

基金（以下簡稱 REITs）基本面大體良好，

2020年預估全球REITs每股盈利增長約4~5%，來到投資甜蜜

點，雖不易出現像2019年的大漲行情，不過長期來看，房地

產仍是兼顧風險與收益的好選擇。國泰投顧建議2020年的全

球REITs可採取買跌不買升、分批佈局的策略。 ■國泰投顧

經濟疑慮打壓澳元走勢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周一抵達華盛頓，準
備周三在白宮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第一階段
經貿協議。據一位對周三將要簽署的中美貿易
協議有所了解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國承諾未來
兩年增加購買近800億美元美國製成品，並再
購買逾500億美元能源商品。同期中國還將增
加購買約350億美元的美國服務。服務領域是
美國對中國享有貿易順差的少數領域之一。另
外，美國取消對中國匯率操縱國的認定，亦增
強了貿易協議簽署之前本已存在的樂觀氛圍。

下方關鍵位睇0.6820美元
雖然對中國匯率操縱國的認定對中國政府來

說沒有實際影響，但取消這一認定是對中國官
員釋出善意的重要象徵。除中美貿易戰緩和的
期待之外，中國強勁的貿易數據也提振了圍繞
中國經濟的樂觀情緒。中國12月出口同比增
長7.6%，進口同比增長16.3%，均超出預期。

雖然中美兩國關係回暖的新跡象刺激了投資
者的風險偏好，並有助支撐澳元，但澳洲山火
對經濟的衝擊卻又壓制着澳元走勢。澳洲山火
吞噬的面積相當於韓國大小，完成全部損失估
算的分析師預期，大火對該季經濟最多造成
0.4%的拖累。
由於此次山火吞噬的面積是2009年類似火

災的20倍，因此其造成的損失也將比那場災
難的30億美元要高。政府有可能作出政策回
應；貨幣市場已經反映可能會有貨幣寬鬆，2
月有一半可能性降息。去年時，市場認為降息
可能性不到30%。2020年迄今澳元已下跌
2%。
技術走勢而言，圖表見5天平均線跌破10天
平均線，MACD指標亦已下破訊號線，或見
澳元兌美元正呈下行趨勢，當前下方關鍵將為
延伸自去年10月的上升趨向線位於0.6820，
倘若後市跌破此區將見弱勢加劇，進一步至
0.6750水平，關鍵支持參考去年10月低位
0.6670水平。至於向上阻力則回看250天平均
線0.6935，進一步預估在0.70及0.7040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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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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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酒牌公告
J.S. FOODIES TOKYO

現特通告：李康敏其地址為九龍牛
頭角淘大花園第3期N座21樓 7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尖沙
咀海港城港威商場2樓2608-2609
舖 J.S. FOODIES TOKYO的新酒
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
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
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
水埗基隆街 333號北河街市政大
廈 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0年1月15日

申請新酒牌公告
阿銀冰室

現特通告：甄漢磊其地址為九龍旺
角上海街618號3樓301A舖(部份)
及302舖(部份)，現向酒牌局申請位
於九龍旺角上海街618號3樓301A
舖(部份)及302舖(部份)阿銀冰室的
新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
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
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
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0年1月15日

投資理財 ■責任編輯：曾浩榮

歐元上周尾段在1.1085美元水平獲得較大支持
後迅速重上1.11美元水平，本周初曾向上逼近
1.1150美元，周二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1.1130至
1.1145美元之間。日圓匯價過去1周持續轉弱，
美元兌日圓本周二延續上周的升勢，升幅一度擴
大至110.20水平近8個月高位，帶動歐元兌日圓
交叉盤曾上揚至122.75附近逾半年以來高位，對
歐元構成支持。
隨着中美兩國快將簽署首階段貿易協議，降低
全球經濟進一步惡化的風險，市場避險氣氛降
溫，將紓緩歐元區經濟的下行壓力，而德國10年
期長債息率過去1周已先行反覆攀升，近日向上
逼近負0.15%水平7個半月以來高點後，升幅有繼
續擴大傾向。繼德國12月份通脹年率回升至1.5%
水平，歐元區12月份通脹年率亦攀升至1.3%水
平，而歐洲央行下周四公佈政策會議結果之際，
部分投資者對過於推低歐元抱有戒心，不排除歐
元有機會延續連日來的反彈走勢。此外，歐元自
去年第4季初段守穩1.0880美元水平，走勢有逐
漸反覆上行傾向，而歐元上周尾段在1.1100美元
之下獲得明顯支持，將有助歐元保持上移走勢。
預料歐元將反覆走高至1.1250美元水平。

地緣政治風險支持金價
周一紐約2月期金收報1,550.60美元，較上日

下跌9.5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1,562美元
水平後走勢偏軟，失守1,550美元水平，周二跌幅
擴大，曾走低至1,536美元水平1周多低位。中美
將簽署首階段貿易協議，市場避險氣氛稍為降
溫，金價本周早段連日遭遇回吐壓力，但貿易戰
還未結束，中東局勢依然緊張，金價回落幅度可
能有限。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530至
1,56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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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網站昨刊登新聞稿指出，目前各省級
政府正在陸續建立地方政府金融工作議

事協調機制，履行屬地金融監管和地方金融風
險防範處置責任。下一步，金融委辦公室地方
協調機制將從實際出發，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完
善，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增強金
融監管合力，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防範金融
風險、深化金融改革。

不改變中央地方事權安排
而金融委辦公室地方協調機制和地方政府

金融工作議事協調機制各有分工和側重，將相
互支持配合，形成合力，共同營造良好的金融

環境。央行並指出，金融委辦公室地方協調機
制接受金融委辦公室的領導，定位於指導和協
調，不改變各部門職責劃分，不改變中央和地
方事權安排，主要通過加強統籌協調，推動中
央有關部署，強化金融監管協調，促進區域金
融改革發展和穩定。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疊加包商銀行事件

影響，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正在加大，監管層將
採取何種處置措施備受市場關注。銀保監會周
一稱，確實有個別的中小機構現在風險還比較
高，而且有的風險因為多種原因正在暴露；對
於這類高風險機構，除了常規手段外，監管層
也採取了一些主動出擊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1月14日，記者從鄭州海關獲
悉，2019年，河南省共出口速凍食品
815批次、貨值1.14億元人民幣，同
比分別增長17.8%、15.9%，連續8年
保持15%以上的高速增長。
2019年出口貨值首次突破億元人民

幣，成為河南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新亮
點。
近日，鄭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申

報的一批速凍水餃和速凍麵點經鄭
州海關所屬金水海關檢驗合格後出
口美國，在春節期間為大洋彼岸的
餐桌增添一份「中國味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河南
報道）記者從河南省十三屆人大三
次會議記者會上獲悉，河南省房地
產市場平穩運行。2019年完成投資
6,631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了6.5%，投資額連續多年保持全國

第五、中部第一；商品房銷售1.17
億平方米，同比增長3.8%；房屋施
工面積 5.6 億平方米，同比增長
6.6%；房地產業實現稅收1,048億
元，同比增長9.6%，佔全省稅收收
入的21.8%。

金融委設地方協調機制加強協作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

銀行表示，近日國務院金融

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印發

關於建立地方協調機制的意

見，將在各省區市建立金融

委辦公室地方協調機制，加

強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監管、

風險處置、信息共享和消費

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協作。

豫速凍食品出口貨值去年首破億

河南房地產投資額再居中部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