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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經季節調整的失業人口變動，預測減少9,000，前值減少9,000

9月未經季節調整的總失業人口，前值295.5萬

9月經季節調整的失業率，預測6.4%，前值6.4%

9月經季節調整的總失業人口，前值291.5萬

9月ADP民間就業崗位，預測增加64.8萬個，前值增加42.8萬個

第二季企業稅後利潤修正值，前值-11.8%

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年率終值，預測-31.7%，前值-31.7%

第二季GDP最終銷售終值，前值-28.5%

第二季GDP消費者支出終值，前值-34.1%

第二季GDP隱性平減指數終值，預測-2.0%，前值-2.3%

第二季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終值，預測-1.0%，前值-1.0%

第二季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終值，前值-1.8%

7月GDP月率，預測+3.0%，前值+6.5%

8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指數，前值122.1

8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指數月率，預測+3.4%，前值+5.9%

金匯錦囊
英鎊：將上落於1.2780至1.2980美元之間。
金價：將反覆重上1,92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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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上周三在1.2675美元水平獲得較大支
持後走勢偏穩，本周初顯著反彈，一度向上
逼近1.2930美元水平，周二大部分時間處於
1.2825至1.2885美元之間。雖然上周英國9
月份綜合PMI初值回落至55.7，遜於8月份
的59.1，但美元指數上周五受制94.75水平
後未能擴大升幅，本周二更掉頭下跌至
93.98，失守94水平，同時英鎊兌日圓交叉
盤過去1周持續反彈，亦有助減輕英鎊的下
行壓力，英國8月份通脹年率上升0.2%，較
7月份的1%升幅明顯放緩，符合英國央行8
月份貨幣政策報告內對通脹率將於第四季下
跌至0.3%的預期。

等候英國與歐盟貿易談判結果
不過英國 8月份零售銷售值按月上升
0.7%，按年亦有1.7%升幅，而英國央行亦
於本月會議指出英國國內經濟稍為強於早前
預期，加上英國央行就討論負利率問題的消
息已大致被市場消化，英鎊上周迅速在
1.2675美元水平兩個月低位尋得支持後掉頭
反彈，更於本周初向上觸及1.29美元水平1
周高位。隨着市場正等候英國與歐盟本周的
貿易談判結果，英鎊波幅可能受到限制，預
料英鎊將暫時上落於1.2780至1.2980美元
之間。
現貨金價本周初走勢偏強，重上1,880美
元水平，周二升幅曾擴大至1,890美元水
平。歐元兌日圓交叉盤本周初顯著回升，重
上123.65水平1周高位，美元指數再次跌穿
94水平，對金價構成支持，而現貨金價上
周尾段持續守穩1,848至1,850美元之間的主
要支持位，本周二開始上升，加上部分投資
者掉頭回補空倉，亦有助金價進一步上移。
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920美元水平。

精準醫療產業受青睞

根據彭博資料統計，近3次美國總
統大選前1個月，MSCI世界醫療

保健指數、NBI生技指數與ETFx健康
科技指數，平均下跌5.5%至 7.5%不
等；然而，選後3個月即止跌回升，平
均漲幅由2%至6%不等；選後1年漲幅
甚至拉大到17%至28%。
其中，代表精準醫療的ETFx健康科

技指數表現相當突出，選後1年上漲
28.2%，勝過MSCI世界醫療保健指
數、NBI生技指數各17%、24.3%的漲
幅。

第一金全球AI精準醫療基金經理人
常李奕翰表示，2008年美國總統候選
人奧巴馬推出健康保險制度改革政見
後，再度吹起醫療改革浪潮。此後，
每逢大選來臨，醫改話題即浮上台
面，牽動醫療產業敏感神經，並影響
生物醫療類股股價表現。

中長期發展趨勢備受看好
常李奕翰指出，近年美國醫改焦點

着重在「平價醫療」，也就是降低醫
療費用支出、處方藥售價等，以減輕

患者負擔，首當其衝者，多數是傳統
生物科技和製藥公司。反觀，結合創
新科技與醫療技術的精準醫療產業，
幾乎不受影響。
常李奕翰分析，完整的醫療服務應

包含5大範圍：管理、預防、診斷、治
療和照護，而傳統醫療過於強調「用
藥治療」；但精準醫療更重視健康管
理、疾病預防、精確診斷、完善照

護，降低疾病的發生機率、提高治療
成效與醫療服務的效率，而大受青
睞。
因此，儘管短期受選舉因素影響，

生物醫療類股整體表現疲弱，但選後
市場緊張氣氛消除，資金可望再度回
流，特別是受醫改政策衝擊有限，並
搭上中長期發展趨勢的精準醫療，逢
回都是加碼布局的機會。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國總統大選即將來臨，根據過往資料顯示，近

10年每逢大選前夕，生物醫療類股受到醫療改革議

題影響，股價走勢震盪居多，但隨着選後市場緊張

氣氛消除，都再度吸引資金回流，帶動股價止跌回升，因此建議

投資者把握短期回檔機會，分批布局生物醫療相關基金。

■第一金投信

央行料延減息 澳元稍喘穩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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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總統選舉兩黨候選人的首場辯論前
夕，主要貨幣稍告平穩，隨着市場情緒轉趨審
慎並追捧避險資產，美元上周創下4 月初以來
最大單周漲幅後，周一出現回吐，但周二已回
穩，香港時間周三早上將有美國總統特朗普與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的辯論會。另外，市場人士
亦在留意有關美國疫情援助案的發展。美國眾
議院議長佩洛希(Nancy Pelosi)周一表示，民主
黨議員公布了一項2.2 萬億美元的新版新冠疫
情援助法案，她說此一新法案是降低經濟援助
成本的妥協舉措。

美元兌日圓超買漸改善
美元兌日圓走勢，技術圖表見匯價近日受制

於50 天平均線，跟本周初期的情況相若；而
RSI及隨機指數已自超買區域呈初步回落，故
需留意若匯價繼續向上受阻目前位於105.80
的50天平均線，則可能再次承壓回調。預計

下方支持在10 天平均線105.10 及上周一低位
103.99；較大支持將會指向103 水平。至於向
上較大阻力位估計為100 天平均線106.65以至
107 水平。
澳元兌美元周二反彈，因分析師將澳洲央行

降息時間預期從下周推後至11 月，同時一系
列資產市場的冒險意願升溫，也提振澳元。澳
元兌美元走高至0.71 水平上方。西太平洋銀
行分析師推後對澳洲央行降息時間的預期，從
原本的10 月推遲至11 月。澳洲將於10 月6
日在澳洲央行召開月度會議幾個小時後公布聯
邦預算。外界普遍預期澳洲政府將公布大規模
刺激措施。
技術圖表所見，RSI 及隨機指數已自超賣區

域回升，而匯價亦剛在100 天平均線獲見支
撐，短線澳元短線可作初步回穩。上方阻力預
估在0.7170 及25 天平均線0.7240，關鍵繼續
留意0.75 關口，上一回澳元兌美元居於0.75
上方要追溯到2018 年6 月。至於下方支持回
看100 天線0.7015 以至附近的0.70 關口，關
鍵支撐預估為200 天平均線0.6775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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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黎永毅

20202020年年99月月3030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

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

■美國總統
大選即將來
臨，生物醫
療類股走勢
波動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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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資訊資訊 ■責任編輯：蘇 璇 ■版面設計：歐鳳仙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襲港，很多人最缺口罩時，本港的
「三代柚王」最為無私，「柚王」把自己本來要出售的口罩，
全部在街上免費派發，感動全城，皆因「柚王」說：「大疫當
前，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希望人人可平安」。中秋將至，碌
柚代表平安。故今中秋，可多用「碌柚產品」，寄望人人可平
平安安。

日前，香港清遠社
團總會、香港清遠友
好協進會到清遠市開
展中秋敬老慰問活
動。清遠市委常委、
統戰部部長劉漢球會
見代表團一行。
今年因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粵港兩地
人員往來沒有那麽方
便，但香港清遠社團
總會、香港清遠友好
協進會關心家鄉、支
持家鄉敬老事業的心
不變。廣東省政協委
員、香港清遠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香港清遠友好協進會主席何毅強一行人回清遠開展中
秋敬老慰問活動，向清城區福利院、清城區源潭敬老院、清新區山塘鎮敬老院送上價值三
萬余元的節日禮品，三家敬老院負責人代表接受慰問禮品。市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梁思、
市政協港澳台僑民族宗教委員會主任陳南坤參加捐贈儀式。
劉漢球對香港清遠社團總會和香港清遠友好協進會關心支持家鄉經濟社會发展事業，廣
泛參與敬老助學、送醫贈藥等公益慈善事業表示感謝，希望秉承愛國愛港愛鄉的辦會宗
旨，堅決擁護「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堅定支持特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凝
聚起愛國愛港愛家鄉的強大力量，為香港繁榮穩定发揮作用作出貢獻。
自2012年起，每年中秋前夕，香港清遠友好協進會都會組織會員和鄉親回清遠開展敬老
活動，至今已連續舉辦九年，足跡遍及清遠多個鄉鎮，加深了清港兩地之間的血脈聯系。

香港普寧同鄉聯誼會於今年3月份疫情嚴峻時，向每位會員派發
一盒口罩。至5月份因應社區又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給大家的工
作、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和困難，該會特別發慰問信予全體會員
表達關懷，並隨信函附贈超市禮券，以表心意。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仍不穩定，該會每年一度的敬老活動一直未能

展開。為減低疫情傳播風險，保障大家的健康，今年的敬老活動改
變形式。中秋將至，該會為65歲以上的老友記以及該會的其他屬會
長者們準備了貼心禮品福袋，內有蝦子麵一盒、餅乾一盒、香港製
造口罩一盒、搓手液及抗菌噴霧各一支（在外用餐時，抗菌噴霧可
用來消毒碗碟餐具），以表該會對各位長者的尊敬和關愛之心。同
鄉會將繼保持發揚敬老揚孝的優良傳統美德。
該會出席敬老中秋賀禮活動的有會長許義良、常務副會長張永

明、副會長陳少洪、副會長曾祥裕、顧問陳秋旺、秘書長陳榮欣、
總務主任王文生及各屬會首長等。

日前，鷹君集團代表到香港單親協會
位於石硤尾的服務中心，探訪基層

家庭，與他們閒談，了解疫情期間他們
遇到的困難及壓力，並送上食物包、口
罩以及應節月餅等適切及合時的物資。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不少基層市民在

疫情下生計受到影響。早前學校停課，
單親家庭的家長需要留家照顧子女，面
對外出工作與照顧子女的兩難，對他們
而言帶來不少壓力。鷹君集團積極履行
企業社會責任，向他們送上關懷及支
持，於社區採購健康主糧及口罩等共900
份物資，分三次送贈予有需要家庭，提
供連續三個月的食物援助，補足基本生
活所需。

鷹君集團發言人表示：「鷹君集團一
直心繫社會，在此艱難時刻集團希望略
盡綿力，與弱勢社群同行抗疫。我們相
信疫情帶來的影響難以在短時間消除，
因此活動為期三個月，冀給予持續穩定
的支援。中秋將至，在這人月兩團圓的
日子，希望小小心意能為有需要的家庭
帶來溫暖及祝福。」
香港單親協會總幹事余秀珠表示：

「疫情反覆，單親家庭面對不少困難，
較一般基層家庭受到更大的衝擊，無論
在物資與照顧家庭方面均極需支援。我
們對於鷹君集團的熱心善舉非常感激，
物資紓緩了單親家庭會員的壓力，在逆
境之中感到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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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君集團派發900份愛心食物及防疫包
鷹君集團積極造福

社會，支援弱勢社

群。適逢中秋佳節，

鷹君集團透過香港單

親協會及浸信會愛羣

社會服務處直接將愛

心食品及防疫包送贈

予有需要的單親家

庭，以表關懷。

清遠社團總會、清遠友好協進會
舉辦中秋敬老慰問活動

普寧同鄉聯誼會敬老中秋賀禮活動舉行

「柚王」精神，值得效法
■清遠社團總會、清遠友好協進會舉辦中秋敬老慰問活動。

■普寧同鄉聯誼會敬老中秋賀禮活動舉行。

■新冠肺炎疫情襲港，「柚王」大派口罩，值得一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