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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終值，預測-0.1%，前值-0.1%
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終值，預測+0.6%，前值+0.6%
5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預測+0.0%，前值+0.0%
5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預測+0.5%，前值+0.5%
5月批發物價月率，前值-1.4%
5月批發物價年率，前值-3.5%
5月請領失業金人數，預測增加37萬，前值增加85.65萬
截至4月的三個月按國際勞工組織(ILO)標準計算的失業率，預測4.5%，前值3.9%
截至4月的三個月就業崗位變動，預測減少6.5萬個，前值增加21.1萬個
截至4月的三個月平均每周薪資所得年率，預測+1.4%，前值+2.4%
截至4月的三個月平均每周薪資所得年率(不包括獎金)，預測+1.9%，前值+2.7%
6月ZEW經濟景氣指數，預測正60.0，前值正51.0
6月ZEW經濟現況指數，預測負84.0，前值負93.5
第一季勞工成本年率，前值+2.4%
第一季薪資年率，前值+2.3%
5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8.0%，前值-16.4%
5月扣除汽車的零售銷售月率，預測+5.4%，前值-17.2%
5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2.9%，前值-11.2%
5月產能利用率，預測66.9%，前值64.9%
5月製造業產出月率，預測+4.6%，前值-13.7%
4月企業庫存月率，預測-0.8%，前值-0.2%
6月NAHB房屋市場指數，預測45，前值37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暫橫行於1.3530至1.3730水平。
金價：將反覆回軟至1,70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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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加元上周三在1.3315水平獲得較大
支持後呈現反彈，上周尾段重上1.36水平，
本周初曾走高至1.3685附近兩周高位。美國
聯儲局自上周公布政策會議結果，市場避險
氣氛稍為升溫，商品貨幣遭遇回吐壓力，同
時紐約期油受制每桶40美元水平後連日反
覆偏軟，對加元走勢構成負面，美元兌加元
上周四輕易向上衝破1.3500阻力位後擴大升
幅至1.36水平。不過加拿大央行本月3日政
策會議預期經濟將在第3季回復增長，加上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本周二的發言可能繼
續重申長時間推行無限量寬鬆政策，美元指
數上周尾段的反彈走勢可能僅屬短暫。

美元兌加元見下跌傾向
另一方面，美元兌加元自5月下旬受制
1.40水平，走勢有持續反覆下跌傾向，而上
周守穩1.33水平後掉頭反彈，不排除是連續
3周下跌後的向上修正走勢。此外，歐元本
周初跌幅放緩，依然持穩1.12美元水平，將
抑制美元指數表現，減輕加元下行壓力。市
場等候鮑威爾發言之際，加元兌日圓交叉盤
上周五顯著守穩78.00水平兩周低位，本周
初表現偏穩，有助限制加元跌幅，預料美元
兌加元將暫時橫行於1.3530至1.3730水平
之間。

金價料回試1700美元
上周五紐約8月期金收報1,787.30美元，
較上日下跌2.5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尾段連
日受制1,744美元附近阻力，本周初遇到獲
利沽壓，一度走低至1,705美元水平，回吐
上周近半升幅。美元指數上周五重上97.45
水平逾1周高點，本周初表現偏軟，不過依
然持穩97.00水平之上，而美國聯儲局主席
鮑威爾本周發言之前，部分投資者先行沽金
獲利，抑制金價表現。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
回軟至1,700美元水平。

華爾街信念高漲 宜保持多元定期策略

有「全球投資之父」之稱的約翰·
鄧普頓爵士貼切地為股票市場

的主導性質作出了定義：「牛市誕生
於悲觀，成長於懷疑，成熟於樂觀，
終結於狂熱。」在現今環境中，人們
更可能鑑於經濟的重新開啓，對經濟
有着不切實際的期望，並希望找到治
療新冠肺炎的方法和疫苗。

市場恐低估經濟疲軟原因
或許有些人認為，市場很大程度上

低估了造成3月23日股市低點的經濟
疲軟原因，例如能源股下挫、工業和
金融業的疲軟也在經濟表現中反映出
來。投資者偏愛相對高質素、具增長
特徵和充足流動性的股票，這也導致

大盤成長型股票的相對表現明顯優於
其他股票。
從3月23日低點到5月中旬的股市
激增既是一種「反轉交易」組合，也
是投資者湧入受到疫情影響最小板塊
的表現，例如湧入醫療保健和科技業
板塊。自5月中旬以來，領先板塊已
轉向周期性更強的領域，例如工業、
房地產和金融業；同時，小盤股表現
也不遜色。
在這段時間我們看到許多導致股市

大幅波動的催化劑，例如疫情的第二
波、停工對經濟的二級和持久性影
響、中美之間緊張局勢加劇、選舉不
確定性不斷湧現、當然還有美國非洲
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逝世後所引致的民間動盪等
等。

股價靠「憧憬」低谷反彈
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以及新冠肺炎

治療和疫苗發展等新聞，均可助長股
票從低谷上升。但最終，股票價格依
然取決於經濟狀況和公司收益。然
而，股市可能無法準確反映疫情對經
濟所帶來的二級和長期影響，同時，
股市亦可能無法準確反映公司的真正
盈利。
美國這次的財政和貨幣支持規模空

前，最終將可能克服這場危機對經濟
的損害。大多數讀者都知道筆者習慣
借助歷史數據來作為指標，但是這次
情況確實不同。隨着市場持續反彈，
信念水平高漲，我們可從中看到對熊
市和牛市的不同觀點。今年，我們對
投資者的建議是一致的：依靠經過實
踐檢驗的經驗，例如多元化投資和定
期平衡進行投資。長期投資成功的關
鍵並不取決於估計市場高低的準確時
間；投資一直是隨着時間而變化的過
程，永遠不要執着抓住某一時間點。

(摘錄)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自3月23日美股出現低點以來，股市背後的一

大力量來自貨幣流動性和財政放鬆。當然，此中

還存在許多其他因素。美股從2月19日的標普

500指數最高點下跌35%至熊市低點，反映出疫情蔓延和經濟停

滯速度之快乃史上罕見。可以說，這一下跌是對股市的一個「大

殺價」。但如何從該低點上升36%，「華爾街」與「主體街」

之間出現顯著分歧。

■嘉信理財公司高級副總裁及首席投資策略師

Liz Ann Sonders

憂慮二次疫情拖累商品貨幣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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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美元持穩，商品貨幣則普遍下跌，
因避險情緒主導市場，這部分歸因於北京
又有新增確診病例且周末美國確診人數大
增，引發對於新冠疫情二度爆發的擔憂。
北京自11日以來，累計新增本土確診病例
已達79例。河北衞健委稱，6月14日，河
北省新增報告3例，係北京市6月11日新
增本地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在美國，
上周六的一天就有超過25,000例新增確
診。經濟數據方面，中國5月規模以上工
業增加值連續第二個月正增長，但增幅不
及調查預估中值，表明中國在控制住疫情
後正艱難地重回正軌。
澳洲總理莫里森周一表示，隨着政府在

刺激措施和基礎設施方面大舉支出，以緩
衝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澳洲政府今明
兩年將出現創紀錄的預算赤字。他警告
稱，未來將面臨艱難時期。莫里森宣布再
投入15億澳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並快速
審批一系列項目。他還表示，隨着澳洲各

州進一步放寬封鎖限制，澳洲在應對疫情
方面的表現比大多數國家都要好。

慎防澳元受制0.70關回落
技術圖表可見，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

數正自超買區域回落，而匯價上周大致受
制於0.70這個心理關口，故需慎防澳元短
期若未可明確進一步闖過此關口，或見澳
元兌美元有回落風險。較近支持先看250
天平均線0.67水平。另外，以自三月中旬
起始的累計升幅計算，38.2%的回吐水平
為0.6475，擴展至50%及61.8%的幅度則
分別為0.6290及0.6105水平。阻力位將繼
續矚目於0.70關口；較大阻力預估在0.72
以至250周平均線0.7285水平。
紐元兌美元周一已顯著回落至0.65水平下
方，圖表所見，RSI及隨機指數均已自超買
區域顯著回落，而匯價在上周已見連續三日
未能突破0.66關口，有着明顯的調整傾向。
當前較近支撐先看250天平均線0.6365及
0.6260，下一級看至0.6190水平。上方阻力
位將繼續留意0.66關口，下一級阻力則會參
考去年12月高位0.6755以至0.68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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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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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理財 ■責任編輯：曾浩榮

郭子威表示，SEA TO SKY已於昨
日上載售樓說明書至一手物業銷售

資訊網，實體樓書亦同步派發，今日
（16日）會開放示範單位予傳媒參觀，
周內有機會開放予公眾參觀，最快日內
公布開價，最快下周開售首批單位，首
批單位會包括兩房、三房及四房戶。因
應區內換樓需求龐大，現正積極研究向
日出康城區屋苑的居民，包括業主及租
客，提供優先揀樓安排，上限為推售單
位兩成，付款計劃亦會提供特別安排。
配合上述新盤銷售，美聯物業及中原地
產均於將軍澳區內開設專門店，並設有該
盤模型供買家更了解項目設計。其中首
30名經美聯物業購入該盤的買家，可獲
贈「大富翁夢想世界主題館」門票2張。

愛海頌推10萬禮券優惠吸客
此外，父親節將至，長實旗下長沙灣

愛海頌推出限時優惠「全能．型爸禮
遇」予買家，由本周五至7月5日期間，
凡簽署臨時買賣合約購買價單所列指定2
房或3房單位之買家分別可獲價值5萬或
10萬元的購物禮券，買家可以到豐澤電
器購買各類適用的電子用品或電器。
長實助理首席經理(營業)何家欣表示，

愛海頌由5月至今已售出逾100個單位，
上周以招標形式售出3座38樓A單位，實
用面積771平方呎，成交金額1,748萬
元，呎價22,672元，成交金額及實用面積
呎價均創項目新高。項目自推售迄今共售
出554個單位，總成交金額約52億元。

帝峯．皇殿一房3743萬沽貴絕九龍
新盤成交方面，信置牽頭發展、已屆

現樓多年的奧運站帝峯．皇殿透過招標
售出第 6 座 75 樓 A 室特色戶（連車
位），實用面積807方呎另連594方呎平
台，一房戶間隔，成交價3,743.511萬
元，呎價46,388元，成交價料為九龍區
最貴一房單位，呎價則為項目新高。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

近期多個全新盤接連登場，銷售反應相當

理想，足見置業剛需強勁，不少人認為
「磚頭」保值，紛紛趁旺入市，利好上月
新盤售出約2,100伙，創一年高位。隨着
本月緊接多個全新盤推出，預期全月新盤
可望售出約2,000伙水平，保持高位。
中原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

傑表示，截至昨天本月一手成交共錄約
551宗，預計本月一手住宅交投量可達
1,800 宗，上半年一手成交料約 7,000
宗，全年會有近2萬宗一手成交。

地 產 簡 訊

■ 信和商場與Zeek建外賣平台推點對點外賣
速遞優惠。圖左梁翠珊。旁為趙家祺。

SEA TO SKY日內開價 研康城客優先揀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長實夥港鐵合作將軍澳日出康城SEA TO SKY開盤如箭在弦，長實

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昨表示，該盤將於日內公布首張價單，價錢將

參考同區物業及將軍澳南單位成交價，強調會以市價推售，並正積

極研究向日出康城的居民提供優先揀樓安排，上限為推售單位兩

成，付款方式亦會有特別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 祥益地產公布最新5月份前線
代理人均開單宗數為4.4宗，創1年新高，而且
促成的買賣成交量屬近13個月新高，租賃成交
量同屬近8個月新高，同時沒有任何持牌代理
食「白果」。總裁汪敦敬表示，5月份近半全
職代理的收入達5萬元以上，換言之每2個代
理便有1人月入超過5萬元，更有近2成的收入
超過8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漢國置業宣
布其全資子公司金譽發展與一家跨國數據中心
業界領導企業簽訂長期租約，集團向其租出新
近落成位於葵涌的數據中心之全幢面積，亦令
進一步延伸其開發領域至要求高度建築專業的
特殊用途物業。
此幢新近落成的數據中心共有14層樓，總

樓面面積約22.8萬方呎，設計針對數據中心用
途需要，符合UTI Tier III標準。為滿足企業
對營運穩定性的要求，大樓特設由中華電力專
門供電的132kV和11kV變壓房，為設施提供
50MVA+26MVA的雙饋電源，是目前唯一一
座於近年在香港落成具高密度電源及
24MWIT負載能力的數據中心，預計將於
2021年9月前全面投入營運。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樓市表現回暖，二手樓
受市場追捧，甚至出現多客搶盤盛況。中原地
產西九龍南昌分行經理劉燦恆表示，分行最新
促成一宗南昌一號交投，單位為高層C室，實
用面積364平方呎，採兩房間隔，另設儲物
房，去年10月放盤開價880萬元，其間曾因應
市況多次調整叫價，直至今年4月調整至780
萬元，過去5天錄逾10組買家參觀單位並有意
洽購，最終以778萬元成交，折合實用呎價
21,374元。
劉燦恆指，新買家為新盤向隅客，見新盤兩

輪推售均空手而回，即回流同區二手尋寶，對
上址一見傾心，議價後即拍板入市自用。據
悉，原業主於2016年10月以599.5萬元買入
單位，持貨近4年，現沽貨賬面獲利218.5萬
元離場，單位升值3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一場
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市民的日常生活
模式，網購更為盛行。信和集團商場
透過旗下社交互動獎賞計劃「S+RE-
WARDS」配合餐飲商戶與智慧物流平
台Zeek合作，推出外賣速遞專頁，集
合各餐飲商戶，更提供點對點外賣速
遞優惠，包括「同區運費全免」，直
接獲取3倍「S+REWARDS」點數及
點餐滿 120元可獲得 20元商場餐飲
券，讓顧客在家中已能享受一站式餐
飲樂趣。
該合作計劃於6月已在信和集團3間

旗艦商場包括屯門市廣場、奧海城及
荃新天地推出點對點外賣速遞服務，
信和集團期望能在顧客的消費生態改
變下，為商戶加強競爭力，同時完善
顧客的購物體驗。

聯繫餐飲租戶與Zeek
信和集團租務部市務及推廣總經理

梁翠珊表示，是次聯繫智慧物流平台
Zeek，為餐飲租戶連線配對，讓商戶
與Zeek雙方建立一個方便實惠的外賣
平台，以較低的成本，協助餐飲租戶
開拓外賣網絡及網上平台，目標是為

他們擴大顧客群，從而贏得更多商
機。
Zeek行政總裁趙家祺認為與信和集

團合作提供點對點外賣速遞優惠，是
把握了近月香港餐飲外賣、電子商務
需求激增的機遇。於疫情下，香港消
費者的行為模式逐步轉型電子化，透
過Zeek一站式外賣軟件，與餐飲商戶
的 POS 及 CRM 系統對接；加上Zeek
擁有富經驗的運輸管理團隊及運力，
提高配送時效。此外，信和集團部分
商場已配備 5G高速網絡，進一步減省
時間，將餐飲美食快速送抵客戶。

信和商場夥Zeek助商戶推外賣

逾十客爭南昌一號兩房戶

■為配合SEA TO SKY銷售，中原地產等代理行紛紛於將軍澳開設專門店，並設該
盤模型供買家更了解項目設計。左二為郭子威。

漢國置業葵涌數據中心全幢租出

祥益上月人均開單4.4宗1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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