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匯錦囊
美元兌日圓料於108.30至110.30水平上落

美元兌日圓本周初受制109.95附
近阻力，周二走勢偏軟，一度回落
至109.65附近。日本內閣府本周初
公佈第4季GDP年率萎縮6.3%，按
季則有1.6%跌幅，數據顯示日本個
人消費按季下跌2.9%，同時家庭消
費亦有3%跌幅，反映日本內需轉
弱。此外，日本總務省本月7日公
佈的資料顯示12月份家庭按年實質
支出已是連跌3個月，加上新冠肺
炎不利全球首季經濟表現，增加日
本經濟的下行壓力，不排除日本首
季經濟頗有機會呈現衰退，投資者
將關注日本央行會否在3月18日至
19日連續兩天的政策會議上推出新
措施以配合日本政府的刺激經濟政

策。

避險氣氛濃厚減日圓下行壓力
雖然日本經濟轉弱，不過市場避

險氣氛依然偏高，美國與德國10年
期長債息率本周二雙雙下跌，不利
美元兌日圓表現，加上歐元兌日圓
交叉盤過去1個月持續反覆下跌，
本周二更向下逼近118.70水平逾4
個月低位，減輕日圓下行壓力，美
元兌日圓現階段依然不容易向上衝
破近 1 個月以來位於 110.10 至
110.30水平之間的阻力區，該些因
素將有助日圓維持近期的區間活動
範圍。預料美元兌日圓將暫時上落
於108.30至110.30水平之間。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保德信投信表示，短線因恐慌使得避險情緒
升溫，風險性資產普遍出現較大震盪，亦

須觀察對全球實體經濟及企業獲利等中長期影
響，建議投資者提高風險意識，鎖定基本面及資
金面較強勢的美元資產，以及具備較高投資評等
的公司債，將是現階段相當合適持有的「防疫型
資產」。

經濟向好美元資產看俏
由於中美貿易談判未來仍有變數，且知識產
權等爭議議題皆被延至第二階段之後，現又有新
冠肺炎疫情干擾，在市場不確定性未除、降息寬
鬆的環境下，美元資產相對具備防護力。
觀察美國近來公佈的經濟數據仍相當亮麗，

如耐久財訂單及非國防資本財新訂單連續兩個月
止穩，配合去年第4季消費回溫，經濟強勢成
長，企業獲利表現亮眼，預期可支撐美國GDP
持穩於2.0%。另外，由於油價大幅滑落也減輕
通脹壓力，加上各國寬鬆政策不變，整體經濟維

持穩健成長態勢不變。
一般來說，美元投資等級債往往被視為較安

穩資產，在波動加劇環境中，能有效降低資產
波動，提供較穩健收益。當前投資市場氛圍偏
保守，信用評級較高的投資等級債可望持續受
惠，預期在2020年震盪的投資環境中，美元投
資等級債可望扮演重要收益來源與降低波動的
資產。

投資級債波動低收益穩
保德信投信表示，目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

情主要在內地發展，預期對全球實體經濟影響有
限，投資等級企業債券利差有望收斂，建議加碼
投資等級債，掌握資金流入及穩健收益機會。此
外，美國聯儲局維持寬鬆政策，提供債券孳息的
良好環境；相較於成熟國家政府公債殖利率處於
低點，美元投資等級債殖利率近3%，提供不錯
的收益水平，可望延續去年態勢，持續吸引資金
流入。

投資「防疫」美元投資級債可吸
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隨着全球確診病例暴增，內地不少省

市進行封城管制、多國紛紛展開航班管制與人員隔離，造成以內

地、香港、台灣為主的亞股出現恐慌崩跌，市場也持續關注疫情

是否將對全球經濟、企業獲利帶來衝擊，投資人資產該怎麼「防疫」？本文將加

以分析。 ■保德信投信

降息揣測壓制澳元走勢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澳元兌美元跌破0.67美元，因澳洲央行2月會
議記錄重新激起放鬆政策的可能性。澳洲央行在
2月政策會議上決定維持指標利率在0.75%的紀
錄低位不變，但周二公佈的會議記錄顯示，央行
官員準備在必要時進一步放鬆政策。另外，避險
情緒亦壓制着澳元走勢，此前蘋果發出營收預
警，凸顯出新冠病毒疫情對企業財務的衝擊。蘋
果周一稱，截至3月的季度將無法達成營收目
標，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導致iPhone在中國的生
產放緩並影響需求。
澳元兌美元走勢，圖表見MACD指標與訊號

線處於橫盤交疊，5天平均線亦與10天平均線交
纏着，兩者均有機會即將形成黃金交叉，亦即短
期澳元出現反彈的機會較大。當前將留意
0.6650/0.6670這個支撐水平，若然可守穩此區
則可望澳元更為傾向開展回升走勢。以一月以來
的累計漲幅計算，38.2%的反彈幅度為0.68，擴
展至 50%及 61.8%的幅度則分別為 0.6845 及
0.6890水平。同時，250天平均線0.69亦為一關
鍵參考。至於下方較大支持則參考0.66及0.65
水平。

紐元若續受制0.65阻力位或下行
紐元兌美元方面，圖表見相對強弱指標及隨

機指數剛自超賣區域回升，料紐元兌美元短線可
稍呈喘穩，但向上亦要留意200天平均線阻力，
目前位於0.65，月初已見受阻此區而引申進一步
回挫，若此趟再而受制此區，則要慎防紐元尚處
於下行走勢。由去年10月初低位0.6204至12月
底高位0.6755，累計漲幅逾550點，回吐50%的
幅度將至0.6484，擴大至61.8%則為0.6415水
平。較大支持將參考去年11月低位0.6323。至
於向上較大阻力預估在250天平均線0.6550及
0.6670水平。
(以上專欄內容乃筆者個人專業意見，誠供讀

者參考；謹提醒讀者金融市場波動難料，務必小
心風險)

■短期澳元出現反彈的機會較大。 資料圖片

金匯 動向
馮強

經濟數據疲弱 日圓料續區間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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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黃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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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理財 ■責任編輯：黃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2月18
日，山東健康醫療大數據有限公司（下
稱「浪潮健康」）對外宣佈，完成A輪
融資1億元人民幣，成為疫情期間內地
健康醫療大數據領域融資第一單。參與
本輪投資的主要機構為銀河證券、銀吉
投資、清控金信藍色基金。
浪潮健康成立於2018年1月，由浪

潮集團聯合濟南產發集團等股東，共
同發起設立。兩年來通過承擔國家健
康醫療大數據北方中心試點工程，同
步加快產業化發展，與山東濟南、天
津市、內蒙古、廣西南寧、廈門等省
市戰略合作，發展健康醫療大數據產
業和新型互聯網醫養健康平台服務，
其快速發展得到投資人認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敖敏輝廣州報
道） 廣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日在上交所科創板上市，成為春節後
廣州首家科創板上市企業，股價收於人
民100.01元，較發行價上漲263%。瑞
松科技業務涵蓋機器人、智能技術、高
端智能裝備領域的研發、設計、製造、
應用和銷售服務，在內地汽車焊裝領域
處於領先地位。2018年12月，由瑞松
科技協同工業與信息化部電子第五研究
所、國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
發起的廣東省機器人創新中心在黃埔
區、廣州開發區揭牌。以瑞松科技等智

能裝備製造龍頭企業為代表，黃埔區、
廣州開發區逐步形成機器人與智能製造
產業集聚地。

機器人成抗疫一線要角
目前內地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

仍在持續中。現代化的機器人、智能技術
在疫情期間扮演了重要角色，無論是遠
程遙控機器人用於醫療物資運輸、巡邏
監控等防疫一線，還是自動化工廠用「機
器代人」有效應對節後用工荒，工業機器
人及智能裝備製造業在很大程度上能
降低企業的用工風險。

瑞松科技科創板首掛
股價飆逾兩倍

同業疫市首單
浪潮健康A輪融資億元

■圖為浪潮健
康A輪融資線
上簽約儀式。

香港文匯報
山東傳真

美再降對華關稅可達至疫境雙贏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 經濟學教授 阮青松

2020年1月下旬以來，新冠肺炎的爆發，不僅使得中國人
民生命安全遭受嚴重威脅，也使經濟面臨
嚴峻考驗。據估算，僅春節假日期間旅
遊、電影、餐飲等行業損失就高達1萬億
元人民幣。再加上部分地區封城封路、企
業延遲開工等因素影響，恐將對中國經濟
造成嚴重損失。
與2003年非典時期相比，宏觀經濟所受

的影響，表現有兩大不同，一是當前經濟
下行壓力為內外因素疊加，內部因素主要
是肺炎疫情衝擊，外部因素則是中美貿易
摩擦帶來的壓力。二是當前中國經濟對消
費刺激和第三產業的依賴度更強，近年來
隨着經濟結構轉型，第三產業佔中國GDP
的比重不斷上升，2003年第三產業佔比僅
為39%，2019年已上升至54%，對GDP增
速的貢獻率則超過60%。因此此次疫情對
第三產業的拖累或對經濟帶來更大衝擊。
但日前，美國商務部長羅斯稱新冠肺炎
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有助於加速工作
機會回流美國」。我們認為這種觀點完全
是對形勢的誤判，從道義上有乘人之危之
嫌，從經濟上也並未反映中美尚未脫鈎的
現實。從當前的情況來看，恰恰相反的
是，美國如能在疫情爆發期間調整對華加
徵之關稅，包括下調甚至暫停對華加徵之
關稅，實際上不僅有助於穩定中國經濟，
也將促進美方利益，實乃雙贏之舉。

中美經濟相依互補 一損俱損
首先，中美經濟目前並未脫鈎，中美兩
國並非完全是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中國
是美國第三大商品出口國和第一大商品進
口國，中美兩國經濟貿易關係遵循全球產
業鏈分工和資源配置原則，是互利共贏、
緊密互補的關係。中國經濟承壓也將影響
美國經濟與就業。中國低價優質、門類齊
全的基礎製造業產品，如家電、紡織等商

品，提高了美國消費者的實際購買力，解
決了美國高消費低儲蓄帶來的經濟結構缺
陷；美國農產品和高端製造業產品，例如
大豆、飛機、芯片、集成電路等出口，依
賴於中國不斷提高的市場需求。如中國經
濟疲軟、需求大幅度下降，必然會影響美
國低成本消費品的進口以及高端製造業、
服務業、農業等行業的出口，這將造成美
國經濟下行壓力。
作為美國旅遊市場重要客源地的中國遊

客的減少，將會影響美國旅遊業及其相關
服務業的發展。初步估算，中國遊客減少
及美國對華出口受打擊，有可能令美國第
一季GDP減少0.4%。
同時，中美貿易摩擦並未完全逆轉全球

價值鏈的加強與深化。中美在全球價值鏈
上緊密互補。美國主要以資本投入和創新
研發為主，中國則主要以製造業為主，中
國企業作為美國企業供應鏈的重要環節，
如受到疫情重大衝擊，將嚴重影響美國跨
國公司產能的擴張以及全球供應鏈的穩
定。
此外，中國也一直是美國最大的債權融

資國，中國經濟的低迷將導致其大幅度減
少對美國聯邦政府債券的投資，有可能引
發美國市場利率上浮，不利政府和企業融
資，傷害美國經濟，也不利於特朗普連
任。

華經濟貢獻冠全球 美難獨善其身
其次，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

經濟增速的下降將對世界經濟產生消極影
響，並進而影響到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發
展和繁榮。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代表，在
全球產業鏈上的作用日益凸顯，對世界經
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而美國和歐盟僅
為20%。中國經濟下行必將傷害世界經
濟，目前研判，韓國、德國、美國、澳大
利亞都將是受到較大影響的經濟體。世界

經濟產業鏈盤根錯節，互相影響，作為世
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很難獨善其身。

華社會經濟穩定利推動次輪談判
另外，疫情期間美國暫停或大幅下調對

華加徵之關稅，將有利於中美第一階段經
貿協議的履行和第二階段談判的推進。中
美經貿摩擦發生以來，雙方已進行過多次
洽談，幾經波折，終於在2020年1月達成
互利共贏的第一階段協議。應該指出的
是，上述協議的履行有賴於中國具有健康
穩定發展的社會經濟條件。如疫情爆發致
中方巨大損失，中方或可援引不可抗力條
款。因此，在疫情爆發之特殊時期，如果
美國能暫停或者大幅度下調對華加徵之關
稅，將有利於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穩定，為
中美第一階段協議履行及第二階段談判推
進，創造良好的條件。
迄今為止，中美雙方簽訂的第一階段經

貿協議，在知識產權、技術轉讓、金融服
務、貿易關稅等方面達成共識。美方承諾
取消部分對華產品加徵關稅，包括暫停原
定去年12月15日要加徵的關稅，並將去
年9月1日生效的1,200億美元中國出口產
品加徵的稅率從15%降至7.5%。但值得
注意的是，美方仍然保留着此前另外
2,500億美元商品的25%稅率不變。在中
國遭遇特大疫情衝擊的時刻，若美國能主
動調整對華加徵之關稅，在中國經濟遭遇
內部突發因素衝擊的情況下，降低外部衝
擊的影響，不僅有助於中國經濟軟着陸，
也將有利於美方利益，此乃雙贏之舉。
此舉也會有利於中美第一階段協議的履

行，並助力第二階段談判。當然從道義上
說，這也是美方在特殊時期對中國人民的
一個切實支持，不失為促進中美雙方合作
共贏的明智舉措，有利於21世紀最重要的
雙邊關係的穩定與發展，也有利於世界經
濟的持續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