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電影《上流寄生族》在今屆奧斯卡頒獎禮勇奪最佳電影等4個大獎，揚

威國際，但竟引起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滿。他前日在科羅拉多州的支持者集會

上，狠批《上流寄生族》沒有資格獲得奧斯卡最佳電影，希望荷里活能再拍出

《亂世佳人》這些經典作品。《上流寄生族》的美國發行商Neon隨即在twit-

ter嘲諷特朗普是文盲，看不懂字幕，故其言論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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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讓韓國電影得最佳電影」美發行商反嘲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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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撤署理情報總監 傳不滿下屬指俄助連任

■■ Scarlet LadyScarlet Lady於多佛爾港率先亮相於多佛爾港率先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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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表示，並不知道《上流寄生族》是否
出色的電影，暗示自己沒有看過，但稱今

屆奧斯卡頒獎禮非常糟糕，竟由韓國電影奪得最
佳電影。特朗普續指，「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與韓國之間已存在不少貿易問題，奧斯卡卻
向韓國電影頒發最佳電影。」特朗普表示，現在
是讓荷里活黃金年代的經典巨著回歸的時候，
「我們能否讓《亂世佳人》那樣偉大的電影回歸
嗎？」在場支持者立即歡呼叫好。
特朗普同時嘲諷奪得今屆奧斯卡最佳男配角

的影星畢彼特，形容對方是個「自以為是的小

傢伙」(little wise guy)。畢彼特在發表得獎感言
時，表示支持國會彈劾特朗普，稱前國家安全
顧問博爾頓沒有機會到參議院就彈劾案作證，
相比之下，自己至少還有45秒可以致辭，諷刺
共和黨人為維護特朗普，阻撓博爾頓前往國會
作證。

韓網民：為這樣的美國總統感遺憾
不少韓國網民在社交網站留言批評特朗普，

其中一名網民稱，對美國人擁有特朗普這樣的
總統感到遺憾。 ■路透社/法新社

■ 特朗普批評奧斯卡不應向
韓國電影頒發最佳電影。

網上圖片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前競選顧
問斯通去年11月被裁定向國會
作偽證、干擾證人及妨礙國會
調查等7項罪名成立，華盛頓
聯邦地方法院前日判處斯通入
獄40個月。特朗普隨即抨擊判
決不公，但表示暫時不會特赦
斯通，等待司法程序的進展。
控方起初要求判處斯通監禁

7年至9年，但之後下調量刑建
議。法官傑克遜前日質問負責
本案的聯邦檢察官克拉布理據
何在，批評他對案件並不了
解。傑克遜指出，斯通向國會
作偽證，以及多次向證人施
壓，要求對方作偽證或拒絕作
證，明顯證據確鑿。
斯通堅稱未有犯下罪行，他

從未出庭作供，亦拒絕傳召辯

方證人。傑克遜批評斯通的抗
辯策略，充分顯示他非常傲
慢，判處斯通入獄40個月、罰
款2萬美元(約15.6萬港元)及從
事250小時社會服務，但考慮
到辯方要求對此案重審，決定
暫緩執行判刑，等候是否准許
重審的裁決。
法院宣判後，特朗普譴責判

決不公，但表示目前未有打算
特赦斯通，會密切留意司法程
序進展，到某個時間再作出決
定，「最好的結果應是等待訴
訟結束，希望斯通最終能脫
罪。」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民主
黨籍主席希夫則在twitter發文
稱判決合理，指斯通是為保護
特朗普才犯下罪行，特赦他屬
於腐敗行為。 ■法新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突然宣佈撤換署理
國家情報總監馬奎爾，由美國駐德國大使
格雷內爾兼任。消息人士透露，馬奎爾一
名下屬早前在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簡報會
上，指俄羅斯正干預今年底的美國總統大
選，以幫助特朗普連任，特朗普對此大為
不滿，更因此訓斥馬奎爾。
消息人士指出，馬奎爾負責選舉安全
事務的下屬皮爾森上周四在簡報會向國
會議員警告，俄羅斯正計劃介入美國總
統選舉，協助特朗普連任。與會共和黨
議員不滿簡報內容，質疑情報是否真
確。特朗普得悉後立即傳召馬奎爾到總
統辦公室，斥責他容許下屬到情報委員
會進行簡報，並提到主導特朗普彈劾案
的眾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希夫也有出席簡

報會。
當局將於下月11日宣佈情報總監人

選，《華盛頓郵報》指出，馬奎爾原本
有望「坐正」，但簡報會風波後，特朗
普徹底打消這念頭。特朗普前日透露，
他正考慮情報總監人選，佐治亞州共和
黨眾議員柯林斯是他屬意人選之一，柯
林斯曾在彈劾案中公開支持特朗普。
民主黨議員強烈反對格雷內爾的任

命，指他缺乏情報工作經驗，獲任命是
因他對特朗普忠心耿耿。眾議院議長佩
洛西發聲明稱，「特朗普再次將他的政
治利益，凌駕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格雷
內爾能出任署理國家情報總監的唯一資
格，便是他對特朗普絕對忠誠。」

■綜合報道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擴散，郵輪
不斷出現感染病例，令郵輪業受
重創，然而英國維珍集團創辦人
布蘭森旗下的郵輪公司Virgin
Voyages，昨日無懼疫情威脅，
為第一艘豪華郵輪Scarlet Lady
揭幕。該郵輪主打娛樂體驗，包
括現場音樂表演及變裝騷等活
動，期望吸引年輕旅客。
Virgin Voyages計劃營運4艘

郵輪，作為「頭炮」的 Scar-
let Lady 昨日於英國南部多佛
爾港亮相，郵輪排水量 6 萬
噸，可容納 2,770 名乘客及
1,160 名船員。船上設有紋身
店、瑜伽教室、桑拿房、現場
音樂表演、變裝王后演出等娛
樂設施及活動，以吸引年輕旅
客為主，但不接待兒童。郵輪
更首次引入Climeon技術，通
過郵輪引擎的熱量發電，有
效節省燃料。
Scarlet Lady將於4月展開首

航，前往美國及加勒比海。布
蘭森表示看好郵輪旅遊業前
景，「我在20歲多歲時已夢想
擁有自己的郵輪，現在終於夢
想成真。」他指出，公司邀請
多名全球最受歡迎的設計師、
藝術家及建築師共同打造Scar-
let Lady，相信能為顧客帶來非
凡體驗。

■路透社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暫時上落於1.0730至1.0930美元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上試1,65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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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蔓延 可轉債表現傲視群債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2019年全球央行貨幣政策轉向鴿派且合計降

息逾50多次，激勵亞洲投資級債、新興市場

債、高收益債、可轉債等各類債券均有雙位數正

報酬率。今年1月，儘管中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已

衝擊產業供應鏈，並對景氣帶來逆風，所幸中國與部分新興亞

洲國家陸續祭出刺激政策，減緩對經濟衝擊，今年來兼備股票

攻擊與債券防禦特性之全球可轉債表現傲視群債。 ■國泰投顧

歐元區PMI改善 歐元偏穩
動向金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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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

投資理財 ■責任編輯：曾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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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後市，國泰投顧認為在疫情
不至變成全球大流行、全球央

行與政府陸續釋出寬鬆政策前提下，
考量股價、利率、波動度、發債面、
評價等五大面向，預估2020年可轉
債投資展望「中性偏正向」。
2020年1月，中國爆發新冠肺炎疫
情並蔓延全球，截至2月18日確診與

死亡人數分別突破75,000人與2,000
人，中國之封城與停工政策衝擊產業
供應鏈，並對景氣帶來逆風。

03年疫情後可轉債急升
若借鏡2003年SARS經驗，疫情於
3月初爆發後，約經過2個多月於5月
中獲得控制，對全球經濟影響約1~2

季，風險性資產於疫情穩定後大幅反
彈，全球可轉債亦於疫情爆發後一年
上揚約21.8%。
此次，疫情爆發以來，中國除了延

長春節假期，更進一步啟動封城等封
閉式管理等方式嚴控疫情擴散，同時
祭出兩次調降中期借貸便利(MLF)利
率，公開市場操作淨投放資金逾1 兆
元，並搭配提前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
額等措施減緩對景氣衝擊。

投資展望中性偏正向
觀察各類債券表現，截至2月18
日，今年來兼備股票攻擊與債券防禦
特性的全球可轉債上揚4.9%，優於
美國公債2.5%、亞洲投資級債與強
勢貨幣新興市場債之2.3%、美國高
收益公司債之1.1%，與當地貨幣新

興市場債-0.9%。
展望後市，國泰投顧認為在疫情不

至演變成全球大流行、中國生產基地
逐漸恢復產能、全球央行與政府陸續
釋出寬鬆政策前提下，考量以下五大
面向，預估2020年可轉債投資展望
「中性偏正向」。

5大因素支持前景
1)股市與標的股價，全球景氣維持

穩定增長，仍有利可轉債走勢；2)利
率面，歷史經驗顯示聯準會停止升息
與暫緩升息有利可轉債表現；3)股市
波動度-VIX指數低於25，可轉債月
報酬率為正機率達80%；4)發債規
模，市場預估2020年全球可轉債新
發行規模與歷史均值相當；5) 評價
面，相對看好美國與亞洲可轉債。

日圓在過去一直給人一個
避險貨幣的感覺，主要原因
是每次世界出現問題，甚至
連日本地震發生，日圓也會
升值。但日圓近日表現和長
期以來假設背道而馳，日本
的基金沒有在全球危機期間
將資金匯回國內支持日圓。
日圓兌美元大跌至9個月低
位，交叉盤也遭遇大量拋
售，交易員及分析師稱，這

表明大型投資組合在紛紛逃離日圓市場。

日債流動性乾涸阻交易
長期以來日本的貿易均出現順差，但因為
1990年泡沬爆破後，日本央行一直以低息來支
持經濟，2012年安倍晉三當選首相後，日本央
行行長黑田東彥推出大規模的量化寬鬆及將利
率下降至負值後，Carry Trade(利差交易)反比
過去有所減少了。原因之一是日本央行已經為
日本國債的最大持有者，並且接近將所有國債
買入。這舉動促使國債的流通乾涸，大大擠壓
了其他國債交易商。也造成流通性更乾涸。
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貿易順差，日
本長期以來的貿易順差，形了一個很好的買入
日本國債避險的最好後盾，原因雖然日本經濟
增長長期低迷，但貿易順差使投資者並不怕買
入日本國債，但在2010年後，日本長期的貿
易順差發生了變化。開始進入逆差多的階段，
事實上1月逆差達1.3萬億日圓。若果長期逆
差，經濟低迷，2019年Q4 的GDP年率是下
跌6.3%，再加上日債的流動性涸乾，避險的
個性有所改變。日圓尚未上升的另一個可能因
素就是美股仍免疫於是次COVID-19新冠肺炎
疫症，也就代表了結 Carry Trade 尚未
un-wind。但沽股增加是值得關注的。

美元兌日圓或上試115
美元兌日圓升破中期下降軌。其他貨幣也在
轉弱中，代表美元強勢十分全面。預期美元在
3月仍可保持強勢。美元兌日圓有機會挑戰
113-115的阻力。110現在由阻力變成支持。
持有日圓是需要支付利息，如果市況不就，建
議可以用持有的日圓購買其他產品，或止損。
可以早行動，減少不必要的利息開支。

歐元本周初受制1.0850美元附近阻
力後走勢偏弱，周四曾向下逼近
1.0775美元水平約3年低位，周五表
現偏穩，一度重上1.0820美元水平。
歐盟統計局上周五公佈歐元區第4季
經濟按年有0.9%增幅，按季則微升
0.1%，均是去年最弱的季度表現，歐
元走勢進一步轉弱，加上美國近期公
佈的經濟數據意外轉好，引致歐元本
周失守1.08美元水平。雖然歐洲央行
本周四公佈的1月份會議記錄對歐元
區經濟前景偏向謹慎樂觀，但未對歐
元構成明顯影響。

歐央行加強寬鬆性降低
另一方面，Markit本周五公佈歐元
區2月份綜合PMI回升至51.6水平半
年高點，高於1月份的51.3，數據同
時顯示歐元區製造業亦呈現好轉，而
同日公佈的德國2月份製造業PMI亦
有改善，歐元稍為出現反彈，不過在
1.0820美元附近遇到阻力。
此外，歐元區去年12月份工業生

產轉弱，而第4季經濟又進一步放
緩，該些因素已大致反映在歐元近期
的疲弱走勢上，加上歐盟統計局本周
五公佈歐元區1月份通脹年率攀升至
1.4%水平，連續3個月回升，降低歐
洲央行作出進一步寬鬆行動的機會，
不排除部分投資者傾向先行回補歐元
空倉盤獲利，抑制歐元跌幅。

歐元短期有機會橫行
日本第 4 季經濟年率急速收縮

6.3%，加上受到新冠肺炎影響，增加
日本首季經濟出現衰退的風險，日圓
匯價本周急劇轉弱，美元兌日圓本周
尾段曾連日向上接近112.20水平10
個月高位，帶動歐元兌日圓交叉盤周
四曾攀升至121.40附近4周高位，減
輕歐元下行壓力。
歐元本周尾段在1.0775至1.0785美

元之間均獲得較大支持，跌勢有放緩
傾向，增加歐元短期內暫時處於橫行
走勢的機會。
本周四公佈的2月份美國費城聯儲
製造業指數進一步上揚至36.7水平3
年高點，連續兩個月呈現急升，而同
日美國聯儲局副主席Richard Clarida

亦對經濟發出樂觀
言論，不過美元指
數近日卻依然未能
迅速上衝100水平
關位，反映部分投
資者現階段還未確
定美國經濟能否不
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不排除美
元指數自今年初
開始持續上揚，
其升幅現階段有
機會轉趨放緩。
預料歐元將暫時
上落於 1.0730 至
1.0930美元之間。

避險情緒推升金價
周四紐約4月期

金收報1,620.50美
元，較上日升8.70
美元。現貨金價周四持穩1,604美元
水平後升幅擴大，周五企穩1,620美
元水平後升勢轉急，一度走高至
1,636美元水平7年以來高位，並延續
自本月上旬開始的上移走勢。

市場避險氣氛升溫之際，美國10
年期長債息率本周五曾向下逼近
1.47%水平5個多月低點，對金價構
成支持，若果美元指數稍後一旦依然
受制100關位，則預料現貨金價將反
覆上試1,650美元水平。■日圓兌美元近期明顯轉弱。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