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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短觀全行業小型企業資本支出年率，預測-15.1%，前值-16.5%
第三季短觀全行業大型企業資本支出年率，預測+1.3%，前值+3.2%
9月Markit/IHS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測53.50，前值53.1
9月Markit製造業PMI，預測50.9，前值50.9
9月Markit/BME製造業PMI終值，預測56.6，前值56.6
9月Markit製造業PMI終值，預測53.7，前值53.7
9月Markit/CIPS製造業PMI終值，預測54.3，前值54.3
8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1%，前值+0.6%
8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率，預測-2.7%，前值-3.3%
8月失業率，預測8.1%，前值7.9%
初請失業金人數(9月26日當周)，預測85萬，前值87萬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9月26日當周)，前值87.825萬
續請失業金人數(9月19日當周)，預測1225萬，前值1258萬
9月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前值53.5
8月建築支出月率，預測+0.8%，前值+0.1%
9月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製造業指數，預測56.3，前值56.0
9月ISM製造業指數就業分項指數，前值46.4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暫時上落於 1.1650 至

1.1850美元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徘徊1,880至

1,920美元之間。

美國大選開打 投資避險資產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隨着第一場美國總統選舉辯論的完結，投資者應該開始為

11月3日可能出現更加混亂的選舉作好準備，而多元化的投

資組合是明智的，尤其是包括黃金、美元、日圓、房地產等

避險資產和市場中性（market neutral）投資策略的投資組合。

■景順亞太區（日本除外）環球市場策略師趙耀庭

英鎊尚處承壓 關注歐美磋商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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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理財 ■責任編輯：曾浩榮

新地旗下十大商場，包括觀塘
apm、大埔超級城、銅鑼灣世貿

中心、元朗廣場、上水新都廣場、柴
灣新翠商場、薄扶林置富南區廣場、
香港仔利港商場、灣仔新鴻基中心商
場及海港商場，推出「新地購物一站
通」網上平台 (www.happybuymall.
com)，匯聚逾 100 個品牌及特色餐
飲，讓顧客以低至一折選購商戶禮
券，並提供靈活方便的購物新體驗。
另外，在推廣期內，透過網上平台外
賣自取消費滿80元，可即時扣減20
元，The Point by SHKP會員更可享
雙重獎賞，憑即日訂單確認電郵額外
送20元美食禮券，回贈率高達50%。
和記地產旗下紅磡黃埔天地搜羅逾

百間指定商戶之現金券，顧客最高可
獲贈40%現金券組合回贈。

黃埔天地大送現金券
黃埔天地《消費獎賞賞不停》由9

月25日至10月4日舉行，將送出超過
一百間指定商戶之現金券回贈顧客，
當中匯聚美食、消閒娛樂、運動用
品、時裝、美容、教育及興趣班等
等。凡貴賓卡會員於黃埔天地任何商
戶(最多兩間商舖)，以電子貨幣消費滿
300元即可獲贈 50元指定商戶現金
券；消費滿600元可獲贈總值200元指
定商戶現金券；消費滿1,000元更可獲
贈總值400元指定商戶現金券，消費
回贈最高達40%，

信和：商場食肆現「爆滿」
信和集團租務部市務及推廣總經理

梁翠珊指出，在剛過去的周末，旗下4
大商場——屯門市廣場、奧海城、荃
新天地及中港城已有不少顧客提早惠
顧商場食肆「過節」，多間食肆出現

「爆滿」的情形，而外賣套餐的生意
亦十分暢旺。顧客的消費意欲明顯增
強，上周末的生意已較9月份其他周
末增加了約30%。集團商場「S+RE-
WARDS隨意抽獎箱」將於10月4日
完結，她預測中秋國慶長假期以及10
月的生意有望上升30%。

國慶及中秋佳節到來，各大商場加碼推優惠吸客，助商戶帶動

生意，其中新地旗下十大商場在推廣期內，顧客透過網上平台外

賣自取消費滿80元，可即時扣減20元。和記地產旗下紅磡黃埔

天地搜羅逾百間指定商戶之現金券，顧客最高可獲贈 40%現金

券組合回贈。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悅琴

商場加碼優惠 賀國慶中秋

香港文匯報訊 兗州煤業（1171）宣布，9月30日與
兗礦集團簽署交易協議，擬以總額約183.55億元人民幣
收購兗礦集團持有的未來能源49.315%權益、精細化工
100%權益、魯南化工100%權益、化工裝備100%權
益、供銷公司100%權益、濟三電力99%權益及信息化
中心相關資產。公司將以自有資金及自籌資金以現金支
付代價。
兗礦集團是兗州煤業的控股股東。截至公告日期，兗

礦集團直接和間接持有公司約56.01%股份。由於本次
交易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本次交易亦
構成公司一項關連交易，須遵根據交易協議的條款及條
件。兗煤稱，交易完成後，公司將持有未來能源
73.97%權益，未來能源將成為其附屬公司，其財務數
據將併入公司合併財務報表內。

這次辯論中沒有明顯的贏家。看不到有任
何候選人因着這場辯論而贏得游離選民

的支持。而這場辯論也不會實際地改變任何
投票形勢，當中全國民意調查顯示拜登的支
持度比特朗普平均高出8-10個百分點。地緣
政治議題，尤其是關於中國的話題，未有成
為候選人間辯論的重點。
辯論更多集中在國內事宜上，例如為未受
保障的人士提供醫療保健服務、對新冠肺炎
疫情的控制措施、以及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
經濟體的復甦情況。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

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外交政策並不是
選民視為最重要的5個議題之一。 由於對地
緣政治緊張局勢的着墨不多，暫時把負面的
考量和關注轉移，應可短暫提振亞太地區的
風險資產。

11月選舉可能現亂局
特朗普預計今年郵遞投票的數目異常高

企，因此「數以萬計」的選票可能會受到操
縱。縱觀今天辯論的混亂情況，投資者應該
為11月3日可能出現更加混亂的選舉作好準
備。這不是史上最激烈的選舉──特朗普和
拜登在選舉年的主要議題和私人爭議中喋喋
不休，但我們需要知道唇槍舌劍一直是美國
總統選舉過程的一部分。市場不在乎總統是
否惹人討厭──為令市場受落，投資者不一
定需要喜歡正在華府發生的事情。數據顯
示，市場在總統支持度介乎36%至50%間的
較低範圍內時會錄得最佳的回報。
現時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拜登將在全國民

意調查中繼續保持領先優勢，但在關鍵州份
中則將會開始失去優勢。根據對特朗普是次
辯論表現的輿論和現時的民意調查結果，拜
登仍有可能在11月取得勝利。然而，選舉結
果將引起激烈的爭議，這或會持續幾個月，
並可能在最後需要最高法院介入。

美股可能隨大選波動
展望未來，預計愈接近選舉日，關鍵州份

的民意調查對兩人支持度的差距將會收窄。
投資者應該開始為可能出現的選舉混亂作出
準備—多元化的投資組合是明智的，尤其是
包括黃金、美元、日圓、房地產等避險資產
和市場中性投資策略的投資組合。美國股市
可能會隨大選臨近而出現波動。而歷史證明
美國市場往往不受誰人入主白宮而影響，而
是更在乎經濟和貨幣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國資委昨日召開會議對中央
企業改革三年行動進行動員部署，要求突出抓
好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加快剝離非
主營業務和低效無效資產，深入推進「僵屍企
業」處置工作，2020年基本完成廠辦大集體改
革，完成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主體工作，確保
2022年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全面收官。
會議指出，「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是未來三年

進一步落實國有企業改革『1+N』政策體系和
頂層設計的具體施工圖，也是對黨的十八大以
來各項國企改革重大舉措的再深化。」

明確提出三年重點任務
會議要求切實加強督查考核，將重點改革任

務完成情況作為硬指標，倒排工期，動態跟
蹤，對明確要求今年或2021年、2022年年內必
須完成的重點任務，要全力攻關，確保如期完
成。同時，要突出抓好健全市場化經營機制，
強化國有企業市場主體地位，切實維護企業法
人財產權和經營自主權。大力推行經理層成員
任期制和契約化管理。另外，要加快形成以管
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優化管資本的
方式手段，對不同功能定位、行業領域、發展
階段的企業，實行差異化的分類考核、分類監
管、分類授權放權。

強調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刊於國資委網站的新聞稿表示，要突出抓好

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據不同企業功能定位，
合理設計和調整優化混合所有制企業股權結構。重點推
進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出資企業和商業一類子企業
混合所有制改革。
國有企業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軍，過去多年如

何推動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提高國企活力和
效率等，一直是中國改革的重點也是難點。今年6月30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了國企改革三
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但迄今為止方案細節尚
未公布。

■ 新地十大商場「新地購物一站通」網上平台推出大批國慶及中秋節假日優
惠，助商戶吸引人流帶動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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兗煤斥逾183億人幣購母企資產

歐元上周尾段至本周初連日企穩
1.1610至1.1620美元之間的支持位，本
周二顯著反彈，周三曾走高至1.1755美
元水平1周高位。歐洲央行自9月10日
會議維持政策不變，歐元整個9月中旬
均未能重上1.19美元水平，並於上周持
續遭遇回吐壓力，上周尾段更向下逼近
1.1610美水平兩個月低位。雖然歐元兌
日圓交叉盤本周初曾走低至122.40附近
逾兩個月低位，不過卻於去周大致守穩
122.40至122.50之間的重要支持區，顯
示部分投資者近期有逢低吸納歐元兌日
圓交叉盤的傾向，有助紓緩歐元兌美元
的下行壓力。

另一方面，繼反映投資者信心的德國
9月份ZEW指數回升至77.4水平，連續
兩個月攀升，上周尾段公布的德國9月
份Ifo指數亦攀升至93.4水平7個月以來
高點，較8月份的92.5改善，並連續6
個月回升，亦有利歐元的市場氣氛。

金價或處窄幅波動格局
隨着歐元兌日圓交叉盤本周連日回

升，重上124水平，升幅有逐漸擴大傾
向，對歐元構成支持，不排除歐元在
1.17美元水平作好整固後走勢進一步上
移。市場現階段正關注美國議會能否順
利通過新一輪的救助經濟計劃之際，美
國本周五將公布9月份非農就業數據，
預料歐元將暫時上落於1.1650至1.1850
美元之間。

周二紐約12月期金收報1,903.20美
元，較上日升20.90美元。現貨金價本
周早段連日反彈，周二受制1,899美元
水平後走勢偏軟，周三曾回落至1,881
美元水平。美國本周五公布9月份非農
就業數據之前，現貨金價的波幅稍為
受到限制，加上市場還未確定美國議
會能否通過新一輪大規模的救助經濟
計劃，金價現階段有機會暫處區間上
落，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徘徊1,880至
1,920美元之間。

候美國非農就業數據 歐元暫時區間上落
動向金匯

馮強

英鎊兌美元本周早段一度揚升，高位
觸及1.2925，因市場寄望英國將能在10
月之前與歐盟達成退歐貿易協議，或者
至少能避免斷崖式退歐。歐盟與英國的
脫歐貿易磋商周二在布魯塞爾重啟，將
一直持續到周五早上，這是目前為止安
排的最後一輪磋商，但雙方分歧仍然很
大。不過，英國央行總裁貝利周二警告
稱，未來經濟復甦可能不會那麼強勁，
且沒有完全排除在必要時實施負利率的
可能性；英鎊隨後回吐漲幅。
至周三英鎊更進一步下跌，英國下議

院批准英國內部市場法案，給予內閣推
翻退歐協議的權力，現將送交上議院辯
論。然而，由於法案獲得通過已早為市
場所消化，英鎊整體跌幅受限，持於
1.28水平附近。技術圖表所見，相對強
弱指標及隨機指數自超買區域重新再回
落，預期本周餘下時間英鎊兌美元傾向
再度承壓。另外，英鎊兌美元於上周在

250天平均線獲見支撐，目前250天線
處於1.2760，若後市跌破此區，亦即英
鎊很大機會將再展跌勢。較大支持位料
為1.25以至6月低位1.2249。阻力位回
看1.30關口，重要的反制阻力將回看25
天 平 均 線 1.30 以 至
1.3170水平。

紐元兌美元或現跌勢
紐元兌美元周三小幅

走低，新西蘭料進一步
寬鬆貨幣政策的預期，
以及全球經濟復甦放緩
的擔憂，打擊了風險偏
好。紐元在9月下跌約
2%，抹去了 8 月份的
1.6%漲幅。技術圖表見
匯價在上周向上受制
0.68關口，形成一組極
為明確的雙頂形態，頸
線位置正是9月9日低位
0.66水平，若後市匯價
繼續居於此區下方，料

紐元將開展較猛烈的跌勢，先以形態幅
度200點作計算，技術延伸目標將至
0.64水平，此區亦同時為250天平均線
位置。以自三月中旬起始的累計升幅計
算，38.2%的調整水平為0.6290，擴展
至 50%及 61.8%的幅度則為 0.6135 及
0.5975水平。上方阻力回看50天平均線
0.6640以至0.68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內地經濟繼續穩定復甦，國
家統計局30日發布，9月中國製造業
採購經理指數（PMI）升至51.5，高
於8月0.5個百分點，進出口指數年內
首次升至榮枯線以上，小型企業PMI
亦重返擴張區間。經濟學家普遍預
計，中國內地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加
快，三季度有望達到5%左右。
官方製造業PMI自疫情後已連續七
個月處於擴張區間。分項數據顯示，
隨着供求恢復和傳統生產旺季到來，9
月生產指數、新訂單指數在擴張區間
繼續上升，受益於海外需求回暖，新
出口訂單和進口指數分別為50.8和
50.4，今年以來首次高於榮枯線。小
型企業PMI大幅反彈2.4個百分點至
50.1，6月以來首次站上榮枯線。國家
統計局分析，小型企業經營好轉，背

後既有疫後恢復疊加傳統生產旺季的
帶動，也得益於一系列針對小微企業
的紓困幫扶政策逐步見效。

數據反映外需大幅改善
同日公布的 9月財新中國製造業

PIM較8月小幅回落0.1個百分點至
53， 但仍維持在近十年的高位。數據
同樣反映外需大幅改善，新出口訂單
指數錄得三年來最高。就業指數年內
首次進入擴張區間，但僅略高於
50%；而國家統計局PMI的就業指數
也繼續低於臨界點，顯示就業壓力仍
存。
非製造業也強勢復甦，國家統計局

發布的9月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5.9，高於8月0.7個百分點，連續七
個月在擴張區間上升，創2013年12月
以來新高。

學者：復甦擴至小企業
興業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王涵表示，

當前內地景氣恢復傳導至小企業，製
造業景氣恢復全面擴散，上游石油、
化工、化學製造，中游機械、電子製
造，下游汽車、食品、藥品製造均改
善。同時，外需韌性持續，近期歐洲
印度疫情嚴重，防疫類外需還在；美
國二次疫情雖有緩和，但生產恢復並
不強勁，美國供需缺口猶在或將繼續
反映為對中國的需求，近期匯率升值
也出現掉頭，出口或繼續向好。整體
看，內外需同時向好，經濟韌性強
勁。

市場料經濟增長加快
8月中國內地多項經濟指標實現由負

轉正，包括工業增加值累計增速以及

製造業投資和消費的當月增速，出口
增速也超預期攀升，顯示經濟內生動
力增強。高頻數據顯示，在前期政策
落地和洪水消退後經濟活動加快的帶
動下，9月經濟復甦穩步推進，市場預
期三季度經濟增速有望從二季度的
3.2%加快至5%左右，四季度有望繼續
加快。廣發證券宏觀首席經濟學家郭
磊則認為，9月大中小企業並未一起改
善，中型企業PMI有所回落；雖然整
體就業指標回升，但中型企業就業指
數回落，小企業就業也徘徊在低位。
行業復甦也不平衡，國家統計局指

出，調查結果顯示本月紡織及服裝服
飾、木材加工等製造業反映市場需求
不足的企業佔比均超過五成，高於製
造業總體水平。此外，全球疫情尚未
全面控制，進出口存在不穩定不確定
因素。

內地復甦持續 進出口指數重上榮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