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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UK Fiance抵押貸款批准宗數，前值46815件
2月Challenger企業計劃裁員崗位，前值6.7735萬個
初請失業金人數(2月29日當周)，預測21.5萬，前值21.9萬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2月29日當周)，前值21.0萬
續請失業金人數(2月22日當周)，預測173.3萬，前值172.4萬
第四季單位勞動力成本修正值，預測+1.4%，前值+1.4%
第四季非農生產率修正值，預測+1.4%，前值+1.4%
1月工廠訂單月率，預測-0.1%，前值+1.8%
1月扣除運輸的工廠訂單月率，前值+0.6%
1月耐用品訂單月率修正值，前值-0.2%
1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月率，前值+0.9%
1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月率修正值，前值+3.6%
1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品訂單月率，前值+1.1%

美聯儲閃電降息 利投資級債走勢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國聯儲局(Fed)本周二非常規並無預警地降息

0.5厘，意圖搶救受困於新冠肺炎疫情的股市，此

舉卻如火上加油，驚醒投資者。道瓊斯工業指數

先回彈漲370點，但憂心疫情衝擊經濟的沽壓大舉出籠，終場反

而大跌785.91點，上下震幅達1,278點。 ■第一金投信

降息預期消化 慎防美元低位反撲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B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曾浩榮

20202020年年33月月55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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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5日（星期四）

投資理財 ■責任編輯：曾浩榮

動向金匯
馮強

等候歐英貿談 英鎊未擺脫橫行

英鎊上周早段受制1.3020美元附近阻力後走
勢偏弱，上周尾段跌幅擴大，失守1.28美元水
平後曾走低至1.2725美元附近逾4個月低位，
本周早段走勢偏穩，連日上落於 1.2740 至
1.2850美元之間的活動範圍。

歐元轉強 壓制英鎊升幅
美股持續下瀉之際，美國聯儲局本周二突然

宣佈大幅減息半厘，消息帶動英鎊一度
反彈至1.2845美元水平。不過市場正在
等候歐盟與英國於本周進行的貿易談判
進展，加上歐元兌英鎊交叉盤過去1周自
0.83水平迅速回升至近日0.87水平，暫時
抑制英鎊升幅，英鎊周三時段大部分時
間窄幅徘徊1.2780至1.2830美元之間。
Markit本周初將英國2月份製造業採

購經理指數(PMI)下修至51.7，略低於初
值的51.9，仍是10個月以來首次超越50
水平，顯示製造業呈現改善，而周二公
佈的英國2月份建造業PMI亦回升至
52.6，較1月份的48.4顯著好轉。
不過新冠肺炎疫症影響全球經濟，不排
除英國央行稍後將把今年的0.75%經濟增
長預測進一步下調，並可能於本月26日宣
佈作出減息行動，該些因素將繼續限制英
鎊表現，英鎊現階段依然是較有機會保持
橫行走勢。預料英鎊將暫時處於1.2700至
1.2900美元之間的活動範圍。

美股跌幅擴 金價受追捧
周二紐約4月期金收報1,644.40美元，較上日

升49.60美元。美國聯儲局周二作出緊急減息半
厘的行動，帶動現貨金價急升，周三曾向上逼
近1,653美元水平約1周高位。美國聯儲局於本
月17日會議前突然減息，於本周二宣佈大幅減
息0.5厘，令市場避險氣氛迅速升溫，美國10年
期長債息率跌穿1%水平，美股跌幅擴大，部分
避險資金繼續流入金市，對金價構成強勁支
持。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上試1,69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暫時處於1.2700至1.2900美元之間活動

範圍。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上試1,69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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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美聯儲非常規降息共有6次，
加計這次共7次。非常規降息通

常是在美國經濟大衰退、金融危機或
重大國際金融事件時才使用，最近一
次是在2008年10月8日。前三次，效
果出奇的好，當日都大漲 3.89%～
5.01%，但後4次效果不彰，跌幅介於
1.11%~4.92%。且3~10個交易日美
股幾乎都呈現震盪，直到一個月後才
逐漸上漲。

市場不安情緒難以撫平
雖然全球七大工業國家(G7集團)之

財長與央行日前緊急召開會議，宣
示「已準備好採取貨幣與財政刺激
等所有適當的政策工具，以對抗疫
情帶來的經濟風險」。澳洲及聯儲
局也降息，但這些舉措，似乎難以
撫平當前市場不安的情緒，預期未
來1~2周，美國公債殖利率仍有機會

續創新低，股市則持續劇烈震盪，
先洗掉停損沽壓與不安浮額後，方
能逐步走穩。
以標普500技術指標分析，昨天再

次慣破3021的年線支撐，代表盤勢進
入中期整理階段，而去年8~10月形成
2822~2855的雙底，為這波牛市力守
的防線。
債市看法：預期今年底美聯儲將基

準利率降至0.5%以下機率大幅提升，
第一金投信下調10年期美債殖利率全
年波動區間，年底可能介於 0.49~
0.99%。鑑於利率水準處於低檔環
境，且持續存在潛在下行空間，高品
質債券的美國投資級債與歐洲美元
債，利差仍有收斂的空間，投資等級
債的牛市有望延續。

董家渡項目案名為綠地外灘中心，總
建築面積約120萬平方米，其中包括

約46萬平米辦公樓、約12.6萬方住宅、近
5萬方公共綠化、約4.2萬方酒店，以及約
18萬方的商業綜合體。項目在2014年被
中民投聯合體以248.5億元摘得，為當年
上海總價地王；2019年綠地集團收購中民
投董家渡項目50%股權，另外，安信信託
持有45%，外灘投資持有5%。
今次取得預售證的只是住宅板塊的其
中一部分，據網上房地產公開信息，即

將開盤的共計203套住宅，套均面積204
平方米。據觀點地產稱，此前綠地曾申
請了14.2萬元/平方米的備案價格，但最
終獲批價格為13.8萬元/平方米。儘管獲
批價略低於之前申報價，但相較周邊新
盤來看，依然問鼎單價冠軍。

均價高出周邊逾1萬
公開資料顯示，綠地外灘中心周邊同類
樓盤有7個之多，均價從9.7萬元至12.9萬
元，其中地理位置不比其差的分別有：陸

家嘴九廬12.8萬元，恒大濱江華府12.5萬
元，中旗濱江悅府11.53萬元，唯獨綠地
外灘中心高出這些項目1萬多元。

業界：為樓市注入強心劑
業內人士稱，當前疫情冰凍樓市成交，

該項目獲批在預料之中，上海近期接連推
出重磅項目，2月推出徐匯濱江內地總價
地王，3月再批綠地外灘中心預售，無疑
是給市場注入強心劑，而項目開售帶來回
款亦能減輕房企現金流承壓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入市超過五年的上海外灘董家渡地王

項目，在易主綠地控股後，近日終於拿

到預售證，這亦是上海鼠年裡發出的首

證。從獲批均價來看，每平方米高達

13.8萬元（人民幣，下同），明顯高於

周邊同類新盤。業內認為，疫情影響樓

市交易，各地近期救市動作不斷，上海

接連打出和地王相關的「王牌」項目，

相關舉措無疑在提振市場信心。

滬外灘地王獲批售 每平米13.8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美聯儲突宣佈降息、財新中國服務業PMI較
上月幾近腰斬，但A股市場對上述消息均反
應平淡，未現大幅波動。連續拉升兩日後，
滬深兩市表現分化，最終滬綜指收漲0.63%
重回3,000點關口，深成指微漲0.08%，創
業板指回調收綠，下挫0.18%。
受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快速蔓延影

響，美聯儲臨時發佈貨幣政策決議，下調
聯邦基金利率50基點至1%-1.25%區間。
招商基金分析，此次美聯儲緊急降息50個

基點，幅度基本符合市場預期，但時點仍
超預期。對國內貨幣政策而言，當前中美
利差再度回到歷史高位，進行進一步寬鬆
的環境已經具備，後續關注央行公開市場
操作利率是否跟隨調降。該機構預計，整
體A股流動性寬鬆驅動以及內需主導的邏
輯有望得到強化。
不過，周三央行暫時按兵不動，人民銀

行公告稱，目前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處於
合理充裕水平，當日不開展逆回購操作，
實現零投放、零回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
道）中國銀行業協會、普華永道3月5日聯
合發佈的《中國銀行家調查報告（2019）》，
11年來首次以線上形式公開發佈。主持並
負責此項目的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
家巴曙松表示，逾七成銀行家認為中國經
濟增速穩定在6.0%以上，六成多銀行家認
為，中美貿易磋商第一階段協議落地情況
及後續貿易爭端的磋商和發展，將是今年
中國經濟面臨的重要風險之一。

大半銀行界擬特色化
報告顯示，全面提高風險管控能力仍為

中國銀行業戰略轉型的重點。超六成銀行
家將推進特色化經營作為商業銀行重要戰

略選擇。小微企業客戶為銀行家最為關注
的客戶類型。而在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策略
中，城市基礎設施業已連續五年成為銀行
信貸投向的最重點支持行業，2019年有銀
行家67.2%選擇此項；選擇信息技術服務業
的佔比由2018年的47.3%升至2019年的
64.4%，醫藥業的信貸支持佔比位列第三。
報告指出，2019年以來內地經濟增速放
緩，今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加大了經濟下
行壓力的預期，約70%銀行家預計未來三
年營業收入增長率將低於10%，約40%預
計未來三年稅後利潤增長率在0-5%之間。
約60%銀行家預計未來三年銀行不良貸款
率保持在0.5%-2.0%之間，預計未來三年銀
行不良貸款率會逐年下降。

A股無方向 滬指微升重返三千關
■上海外灘董家渡項目現名為綠地外灘中心，項目包羅辦公樓、住宅、
公共綠化帶、酒店及商業元素。 網絡圖片

逾七成銀行家料經濟增速可保六

美聯儲周二意外緊急降息 0.5 厘，至
1.00-1.25%，比下次預定貨幣政策會議提前兩
周，以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在美國宣佈
減息後，美元兌日圓隨即顯著回挫，至周三早
盤更一度跌至五個月低位106.85，隨後稍為喘
穩於107.50水準附近。市場認為降息行動不足
以抵消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七國集團(G7)周
二未提出具體應對疫情措施，所引發的失望情
緒，令市場更加認為決策高層行動滯後。
美元兌瑞郎美國減息後一度跌見至0.9514，

接近兩年低位，但在周三早盤已幾乎收復所有
跌幅。要留意美國減息早在預期之內，而且短
時間料美國不會再急切減息，至少需要先觀望
疫情在美國的傳播力度以及對國內經濟的影
響，而美元本身在近兩周已下跌相
當大的幅度，需慎防美元短線或呈
反撲。當前見美元兌瑞郎勉力守在
0.95關口，而隨着周三的回升，
RSI及STC已隨之上揚，估計若後
市可企穩在0.96水準上方，將更為
傾向美元兌瑞郎將重新反彈。以最
近一段約330點的累計跌幅計算，
38.2%的反彈幅度為0.9640，擴展
至50%及61.8%將分別看至0.9680
及0.9720。估計較大阻力料為100
天平均線0.9805。下方支撐料續會
關注0.95關口，下一級看至0.94水
平。

疫情擔憂打擊日圓
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周三表

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給經濟帶來巨大損害，
他強調央行已準備好採取適當行動以支撐脆弱
的經濟。黑田東彥向國會表示，原本預計日本
1-3月經濟將復甦，但疫情擴大造成中國觀光客
入境人數下滑，已打擊出口及消費。其講話突
顯出日本央行決策者對於疫情造成的經濟衝擊
擴大變得愈發擔憂，而去年日本經濟已經受到
消費稅上調和自然災害的打擊。經濟衰退擔憂
加劇，施壓央行最早在本月議息會議上跟進美
聯儲和其他央行擴大刺激政策。
美元兌日圓在近日亦見連番回挫，但踏入本

周似乎已見跌勢正在減緩，並令RSI及STC均
在超賣區域作橫盤發展，估計美元兌日圓短期
再作進一步跌幅將見有限。下方支撐估計在
106.50及105，關鍵參考去年8月低位104.44。
阻力位則會先留意周初兩日未能突破的
108.60，進一步回看25天平均線109.65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