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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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進口額，前值51.4億
4月出口額，前值58.1億
4月貿易收支，前值順差6.72億
6月GfK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8.9，前值-23.4
4月貿易收支，前值順差40.20億
5月CBI零售銷售差值，預測-50，前值-55
4月建築許可年率修正值，前值107.4萬戶
4月建築許可月率修正值，前值-20.8%
3月聯邦住房金融局 (FHFA) 房價月率，前值+0.7%
3月聯邦住房金融局 (FHFA) 房價年率，前值+5.7%
3月聯邦住房金融局 (FHFA) 房價指數，前值287.0
3月Case Shiller 20 個大都會地區經季調房價指數月率
，預測+0.2%，前值+0.4%
3月 Case Shiller 20 個大都會地區未經季調房價指數月率
，前值+0.5%
3 月 Case Shiller 20 個大都會地區房價指數年率
，預測+3.3%，前值+3.5%
5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88.0，前值86.9
4月新屋銷售年率，預測49.0萬戶，前值62.7萬戶
4月新屋銷售月率，預測-21.9%，前值-15.4%
美國5月達拉斯聯儲製造業指數，前值負73.70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暫上落於1.3850
至1.4050水平之間。
金價：現貨金料反覆重上1,740美元水
平。

美元兌加元上周二持穩1.3865水平，
上周尾段呈現反彈，重上1.40水平，但
受制1.4050附近阻力後走勢偏軟，本周
初大部分時間窄幅徘徊1.3970至1.4010
之間。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佈3月份
零售銷售值按月下跌10%，是有記錄以
來最大跌幅，主要受新冠疫情影響，零
售業在3月份平均休業13日，對零售銷
售表現構成負面，數據同時預計4月份
零售銷售將有15.6%跌幅，消息引致加
元上周尾段走勢偏弱。
此外，反映德國企業信心的5月份Ifo

指數回升至79.5，較 4月份的74.2改
善，歐元本周初在1.09美元水平之下有
頗強支持，美元指數受制99.98水平後
掉頭偏軟，加上紐約期油近日重上每桶
33美元水平，不排除通脹跌幅將趨於
放緩，增加市場對加拿大央行下周三會
議維持政策不變的預期，有助加元續處
過去6周以來的橫行走勢。預料美元兌
加元將暫時上落於1.3850至1.4050水
平之間。

金價料續反覆上移
上周五紐約6月期金收報1,735.50美

元，較上日升13.60美元。現貨金價上
周五受制1,740美元阻力，本周初曾回
落至1,724美元水平，依然守穩上周四
位於1,717美元的支持位。歐元經過上
周尾段連日下跌，本周初跌幅趨於放
緩，美元指數遲遲未能重上100水平，
有助金價繼續保持反覆上移走勢。預料
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740美元水平。

股市反彈 關注美股ETF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國經濟逐步重啟、新冠肺炎疫苗早期試驗數據報佳音，聯儲局主席鮑威爾重申聯儲局準備動用所有工具來支持經

濟，掩蓋美中緊張局勢加劇對股市的拖累，近周全球股市反彈上揚，資金淨流入依舊以美國固定收益型ETF為主。依

據彭博資訊統計，截至2020年5月22日的過去一周ETF基金淨流量顯示，整體股票型ETF資金轉為淨流入31.4億美

元，其中主要流入美國股票型ETF，當周資金淨流入38.3億美元，日本股票型ETF淨流入27.9億美元居次，全球股票型ETF淨流出

8.5億美元表現最弱，而內地、新興市場股票型ETF分別為淨流出1.4億及6.5億美元。 ■富蘭克林投顧

觀望局勢變化 歐元續區間整理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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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風險仍存 投資債股至上
全球陸續重啟經濟活動及新冠肺炎

疫苗試驗初步結果傳出利多，激勵全
球風險性資產反彈，但後續仍需要實
質經濟復甦的支撐，加上美中兩國近
期在科技、金融及香港等議題的緊張
情勢升溫，消息面及市場情緒轉換恐
增添市場波動，亦可能成為資金獲利
調節的藉口。所幸全球央行目前維持
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聯儲局承諾將

採取繼續充分利用工具直到危機過去
並支持經濟，有助發揮下檔支撐，但
景氣溫吞環境仍須留意體質較差的國
家或企業面臨降評或違約的風險，精
選持債及持股至上。

防範市場震盪 搭配宜「啞鈴式」
聯儲局利率會議記錄指出，新冠肺

炎疫情對經濟前景、金融穩定構成不
確定性和重大風險，擔心企業及家庭
的償債能力，美國百年租車公司Hertz

也於5月22日聲請破產保護，凸顯經
濟復甦前景仍面臨嚴峻考驗，加上美
中緊張情勢升溫，建議投資配置中仍
應保有美國政府債(GNMA)，防範市場
震盪，並搭配啞鈴式投資組合，選取
相關性低或風格差異較大的兩類投資
產品進行組合，可保留原投資標的的
主要優點，同時能夠迴避某些市場波
動帶來的損失。

數位經濟促轉型 市場商機巨大

富蘭克林坦伯頓科技基金經理人強
納森·柯堤斯表示，未來的機會在於產
業的中長期結構趨勢，環繞着數位轉
型相關的投資主題，包括人工智慧、
雲端運算、軟體及服務等領域，根據
研究機構IDC 2020年四月份預測，至
2024年，51%的全球IT預算將來自於
數位化創新及數位化轉型，數位化優
先將成為數位經濟進程中，企業轉型
變革的核心，這其中隱含着巨大的市
場商機。

中美在香港問題上愈發形成對峙，
周一市場氣氛仍處謹慎。就美方近日
揚言制裁中國，中方周一警告稱，如
果美國堅持損害涉及香港的中方利
益，中國將作出必要的反制。
歐洲方面，周一公佈的數據顯示，

資本投資、民間消費和出口下滑，導
致德國經濟在第一季陷入衰退。當季
經濟產出環比下降2.2%，創下10年
前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大降幅，也是自
1990年德國統一以來的第二大降幅。
2019年第四季經濟萎縮0.1%。經濟分
析師預計第二季的產出降幅將會更
大。
歐元兌美元走勢，匯價自四月初以

來一直處於窄幅整理，波幅僅限於約
三百點子。向上則明顯受制於200天
平均線，如上周四高位亦是止步於此
指標；目前 200 天 平 均 線 位於
1.1010，估計後市若可突破此區將見
歐元重新上揚之傾向，上望較大阻力

預估在1.1150以至1.1250水平。
不過，由於當前見 RSI 及隨機指數
正延續走低，故歐元兌美元短線仍見
下調壓力，並傾向先探近期的波幅底
部1.0725至1.0750水平，較大支撐參
考3月低位1.0635以至1.05水平。

瑞郎料續三頂形態調整
美元兌瑞郎走勢，自四月份以來，

匯價已多次向上受制位於0.98水平，
圖表見 RSI 及隨機指數正處超買區
域，有着重新回跌的風險。倘若匯價
後市跌破本月初低位0.9586，預料有
機會將以三頂形態作進一步調整。倘
若以三月低位0.9190起始的累計漲幅
計算，38.2%的回吐幅度為0.9630，
擴展至50% 及61.8% 的幅度分別看
至0.9545及0.9465。較大支持預料在
0.92水平。至於阻力位除了繼續留意
0.98之外，較大阻力將看至1.0030以
至參考去年高位1.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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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資訊資訊 ■責任編輯：蘇 璇 ■版面設計：歐鳳仙

當日，莊紫祥一如既往地為探訪活動安
排車輛，與宗親們積極出力購入口

罩、水果和抗疫物資，先後送到位於北角的
康福老人護理院、城市護老院、樂家護老院
及位於鴨脷洲的鴨脷洲護老院，不少長者在
獲得實用的物品後表現得滿心歡喜。莊紫祥
又向老人院的職員致敬，讚揚他們在疫情發
生的關鍵時刻緊守崗位，使院舍長者得到悉
心照顧。
莊紫祥慰問了多位高齡老人及有特別需要

的長者，了解疫情對他們生活的影響，並向
他們講述防疫健康資訊。他還親自派發口罩
等抗疫物資予長者，以讓他們感受到社會關
懷。期間，兩位逾百歲的女長者握着莊紫祥
的手，細訴自己很想念兒孫之情，場面溫馨
感人。
同日，香港璧立宗親會一行又到訪莊格琳

醫生家中，由莊紫祥代表獻花及送上果籃致

敬該位抗疫女英雄。莊紫祥
表示，照顧確診病人是一項
高風險的工作，醫護界通常
慣例是抽籤組成專責小組負
責照顧，但是莊醫生卻自願
加入專責小組照顧確診或隔
離的病人，包括打針、抽
血，甚至送飯送水都是他們
負責，她捨己為人的大愛精
神，真正體現醫護的神聖，
令人動容與敬佩。
莊格琳稱，2003年非典時

只有6歲印象不深，現在作為醫生，就是準
備好救急扶難、治病救人，不可能遇到危險
就走、遇到困難就避。
為發揚尊老愛幼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香

港莊氏璧立宗親會多年來一直積極踐行和弘
揚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該會堅持每年惠訪

長者，積極踐行和弘揚尊老愛幼的傳統美
德，受到了廣泛的讚譽和肯定。
自疫情爆發初期，莊紫祥就帶領宗親走

上香港街頭，深入老人院，為失明人士、
孤寡老人送上口罩、水果等防護和生活用
品，累計已向本港宗親長者及基層人士捐

贈4萬多個口罩與大量抗疫物資。他更第
一時間捐資10萬元，支援福建晉江一線醫
療工作者。
當日該會探訪成員尚有秘書長莊國仁、常

務副會長莊榮旋、福利主任莊加躍、財務主
任莊莉娜、副秘書長莊志鵬和莊少川。

■年屆104歲的女長者握着莊紫祥的手聊
天，場面溫馨感人。

政府計劃於將軍澳興建首間中醫院，預計於
2024年底分階段投入服務，並於2020年5月上
旬公佈首輪預審結果。仁愛堂第41屆董事局主
席楊素梅對此表示，仁愛堂很榮幸獲邀參與中
醫院營運權的下一階段投標工作，並正全力進
行相關籌備工作，包括成立「競投中醫院項目
團隊」，廣邀中西醫專業體系、公私營機構、
中醫藥界別等不同持份者擔任項目顧問，並邀
得劉少懷擔任項目總監。憑藉團隊在業界多年
來的豐富知識及寶貴經驗，合力就仁愛堂籌
備中醫院營運服務投標工作提供策略性規劃
及建議。
劉少懷是一位執業健康及醫療顧問，曾擔任

醫院管理局代理總監（質素及安全部）、總行
政經理（感染及應急事務）、律敦治醫院總
監、屯門醫院院長等職務，擁有豐富的醫療管
理經驗，對公營醫療系統要求、醫院管治及風

險管理非常熟悉，亦對中醫服務發展十分認
同。劉醫生多年來熱心服務社群，致力培訓人
才，曾擔任香港醫務行政學院院長、香港創新
醫療學會創會會長、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企
業研究院客席副教授，持續推動卓越管理知
識，創建優質服務文化。
仁愛堂自30年代開始建立中醫診所，贈醫施

藥，展開救貧賑災的工作，發展至今已設有超
過160個服務單位，致力為市民提供優質的社
會福利、教育、醫療、康體、環保及社會企業
等多元化服務，而中醫服務更是該堂重點發展
項目之一。該堂將繼續以全面、到位的服務，
包括質優價廉的中醫服務、中醫科研項目、中
醫護理專材培訓服務等項目，致力配合推動中
醫藥業發展，並積極聆聽業界及服務使用者的
需求，以及邀請不同專業團體合作，從而規劃
出完善的中醫院方案。

日前，新鴻基地產（下稱「新地」）加大力度為旗下商場推
出連串獎賞活動，協助商場租戶早日重回營運正軌。新地21個
商場將聯手推出「心意分享人人有獎」活動，各商場更同期舉
行各式各樣回贈活動或購物節，讓消費者盡享雙重優惠，開心
消費。
新地旗下21個商場於5月22日至6月21日聯手推出「心意分

享人人有獎」活動，消費者
於新地商場消費滿300元，
即可參加「即抽即中大抽
獎」，人人有獎，獎品數量
多達20萬份，總值超過600
萬元。
各商場獎品不同，當中包
括 iPhone 11 Pro、Samsung
Galaxy Tab S3 LTE、
Dyson Supersonic 風 筒 、
Bosch 專 業 級 廚 師 機 、

MaBelle 14K/585白色黃金淨金吊墜項鏈、商場贈券及高達10
倍The Point積分等，積分可以兌換電子現金券及禮品。
每名顧客每日更可參加多達3次抽獎。商場更首次引入非接

觸式抽獎方法，顧客毋須觸碰任何裝置，透過感應系統或觸控
筆進行抽獎，數秒即知抽獎結果。
除了舉辦大抽獎，新地旗下多個商場同時與商戶合作，推出

消費購物優惠予消費者，包括低至
1折換領精選產品、100 %購物回
贈等，市民可同時享受商場購物禮
遇及參加抽獎活動，盡享雙重優
惠，而70萬名The Point by SHKP
會員更能同時賺取消費積分。
新地由2月開始，便推出連串商

場優惠及消費獎賞計劃，多管齊下
支援商戶，預計今年內將最少送出
6,000 萬元消費獎賞，以刺激消
費。

仁愛堂全力籌備競投中醫院營運權新地推雙重獎賞鼓勵市民消費

■apm的抽獎禮品包括多款100元商場贈券。

香港莊氏璧立宗親會惠訪長者捐贈口罩水果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漸漸受控，陸續有安老院舍提供有限度探

病服務。日前，香港莊氏璧立宗親會會長莊紫祥、監事長莊樹

鑫帶領一眾宗親，惠訪北角及鴨脷洲4家老人院，向長者們親

切問候及送上口罩、水果等防護和生活用品，藉此發揚關懷長

者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讓他們在疫情期間感受社會關懷、溫

暖與愛心，並祝每一位老人家，身體健康，笑口常開。

■香港莊氏璧立宗親會惠訪老人院，送上口罩、水果等防護和生活用品。

■莊紫祥向抗疫女英雄莊格琳獻花及送上
果籃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