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跌穿1.310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920美元。

民主黨若大勝 美股或現拋售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國總統特朗普確診新冠肺炎後，這可能是促使

搖擺選民歸票拜登的關鍵催化劑，拜登獲勝的可能

性有所增加，如民主黨在選舉中大勝，美國股票初

期可能會出現拋售，美元亦可能會貶值。

■景順亞太區（日本除外）環球市場策略師趙耀庭

歐元觸底回升 短線料可持穩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動
向

金
匯

馮
強

B5 新聞財
經

■責任編輯：曾浩榮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66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10月6日（星期二）

2020年10月6日（星期二）

在此消息發布前，國家民意調查顯
示拜登領先並拋離特朗普有一定

的距離。而特朗普確診可能是促使搖
擺選民歸票拜登的關鍵催化劑。特朗
普不僅一夜間令其任內政府對應對新
冠肺炎疫情的手法受到質疑，亦未能
因此把選舉討論焦點從新冠肺炎疫情
轉向其他議題。可以說他的競選策略
暫時受到打擊，拜登獲勝的可能性有
所增加。

兩黨管治 市場表現較好
儘管有些人可能認為若拜登擔任總

統或會降低對企業的利好程度，從而
導致美國股票市場表現較差，但有證
據顯示，在民主共和兩黨管治下，市
場均表現不俗，任何一黨都不能稱在
該黨治下的經濟或金融市場會表現較
出色。

如果民主黨在選舉中大勝，包括入
主白宮和贏得參議院並保留眾議院控
制權，美國股票初期可能會出現拋
售，美元亦可能會貶值，這有機會導
致投資環境有實質變化。在這種情況
下，趙耀庭估計政府會對關鍵行業實
行進一步監管，例如能源行業和增加
企業稅。
外國資金也有可能轉投新興亞洲貨

幣和相關資產。趙耀庭認為拜登治下
的華府從長遠角度來看將對亞洲經濟
體和市場有利，因為他可能會落實較
少破壞性的貿易政策，並減少中美之
間的激進言論，以及讓美國重新活躍
於跨國機構。

風險資產近期沽壓料增
短期內，消息可能會引發規避風險

的市場反應，為新興市場風險資產如

新興亞洲貨幣和全球股票帶來拋售壓
力，並轉投避險資產，如美元，國債
和黃金。過去曾有一些美國總統病
重，還有四位在任期間死亡。如果總
統無法履行職務，將會根據美國憲法
第25條修正案安排處理總統代理及繼任
事宜。趙耀庭肯定美國政府將繼續順利
運作，選舉時間表將按計劃進行。
即使 11月 3日的選舉結果出現爭

議，聯邦法律對任何爭議都設置了時

間限制，因此決議將在幾周內被強制
執行，這意味着幾乎可以保證下一任
總統將能夠如期在12月8日獲任命。
為了應對這個風險，趙耀庭認為早前
期待已久並且仍在國會討論階段中的
財政刺激方案，最終有可能在未來幾
周內獲得通過。美國9月份的就業數據
顯示，新增職位正在褪色，並可能促
使國會加快通過這項總值約2萬億美元
的法案。

■特朗普確診，增加了拜登入主白宮可能性。圖為白宮。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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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工業訂單月率，預測+2.6%，前值+2.8%
9月Markit/CIPS建築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測54.1，前值54.6
8月國際貿易收支，預測逆差644億，前值逆差636億
8月貿易收支，前值逆差24.5億
8月JOLTS職位空缺，前值661.8萬個

美元周一稍見承壓，市場人士等待
有關美國總統特朗普健康狀況及華府
財政援助方案談判進展的消息。特朗
普上周五表示他的新冠檢測呈陽性
後，引發投資人湧向避險資產，但於
周一特朗普坐在車內意外現身醫院門
外，協助提振了風險偏好。投資者也
等待美國政壇對於新冠疫情紓困方案
的討論情勢，此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
洛西（Nancy Pelosi）周日稱相關討論
有了進展。本周的焦點為美國聯儲局
（FED）周三將公布的會議記錄，以及

周四歐洲央行將公布的會議記錄。周五
公布的歐元區物價同比漲幅初值低於預
期，令歐洲央行面臨擴大刺激的壓力。
本周一公布的調查顯示，歐元區經

濟復甦腳步在9月份停滯，為阻止新冠
肺炎疫情再度升高，多地重新實施部
分限制措施，令歐元區服務業景氣下
滑。IHS Markit歐元區9月綜合採購經
理人指數（PMI）終值跌至50.4， 9月
綜合PMI是受服務業指數拖累；9月服
務業PMI終值由上月的50.5跌至48.0。

歐元兌美元呈上破走勢
歐元兌美元走勢，技術圖表可見，

MACD正處上破訊號線，而RSI及隨

機指數仍處上揚，短線
可望歐元續作回穩。當
前阻力會先留意25天平
均線 1.1780 及 1.19 水
平，關鍵仍會矚目於1.20關口，在上
月歐元未能明確突破此區而在隨後延
伸顯著回調。至於支持位則會留意9月
下旬連日守穩着的1.16關口，需慎防
若後市意外跌破，將預示歐元重陷弱
勢。以自4月24日低位1.0725起始累
計漲幅計算，38.2%的回調水平看至
1.1520，進一步擴展幅度至 50%及
61.8%的回吐幅度則分別看至1.1370及
1.1220水平。
美元兌加元走勢，匯價在上月突破

50天平均線，已呈顯著的上升傾向，
雖然上周有所回落，但見50天平均線
亦成了反制支撐位於1.3240，只要美元
兌加元仍可守住此區，料美元將有望
續作上揚。當前較近阻力先看100天平
均線1.3420水平。另外，倘若以自3月
高位 1.4667 起始的累計跌幅計算，
38.2%及50%的反彈水平將看至1.3630
及1.3830，進一步擴展至61.8%的幅度
則為1.4030水平。至於下方較大支撐
預料為1.3120及1.30關口。

美元兌加元上周早段連日受制 1.3400 至
1.3420之間的阻力後持續反覆下跌，本周初曾
走低至1.3265附近兩周低位。美元指數上周初
未能企穩94.63水平後逐漸掉頭回落，本周初
曾觸及93.52水平近兩周低點，減輕加元下行
壓力。此外，紐約期油上周五向下逼近每桶36
美元水平3周低位，對加元走勢略為負面，但
美國總統特朗普確診新冠肺炎的消息已被市場
消化，紐約期油本周初呈現反彈，重上38美
元水平，美元兌加元未能持穩1.33水平後跌幅
有進一步擴大傾向。

加拿大經濟保持回升
另一方面，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三公布7月份
GDP按月增長3%，遜於6月份的6.5%升幅，
不過卻是連續3個月回升，顯示第3季經濟仍
保持緩慢上升的傾向。美國上周五公布9月份
新增66.1萬個非農就業職位，增幅顯著小於8
月份的148.9萬人之外，亦弱於市場預期，反
映就業復甦力度迅速減弱，市場對美國將要推
出大規模救助經濟計劃的預期升溫，美元指數
本周初迅速遭遇下行壓力，美元兌加元走勢偏
軟。隨着美元兌加元過去兩個月均未能向上衝
破1.3400至1.3420之間的主要阻力區，加上
美元指數有回落傾向，預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
跌穿1.3100水平。
上周五紐約12月期金收報1,907.60美元，

較上日下跌8.7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五受制
1,917美元水平後遇到回吐壓力，再次跌穿
1,900美元水平，本周初在1,887美元附近獲得
較大支持後出現反彈，重上1,907美元水平。
現貨金價上周初在1,849美元附近尋得支持後
走勢有逐漸上移傾向，有機會上試過去兩周以
來位於1,920美元附近的主要阻力位，預料現
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92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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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仲平致辭說，感謝香港湖北社團總會此次送出愛心福包，又得到港澳江蘇昆
山聯誼會捐贈的長壽麵，亦非常感謝油麻地街坊會、旺角街坊會以及深水埗

街坊會一同舉辦送贈抗疫福包的活動。現今整個社會團結一心，成功控制住了疫
情，國內抗疫的成功更是有目共睹，在國際上都是廣受肯定的。但未來尚有許多工
作要做，防疫、抗疫的腳步不能鬆懈。曙光在望，希望大家繼續團結，讓香港的經
濟、民生和社會祥和氣氛都能很快的修補回來。今後他會責無旁貸持續實踐坊會休
戚相關、患難相扶的宗旨，關懷社區大眾。
謝俊明致辭說，今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湖北、香港、乃至全世界，各行各業都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在國家的領導下，全體中華兒女不畏艱難、敢於拚搏、銳意
進取，奪取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偉大勝利。冀望這一份份愛
心禮包，把溫暖帶給疫情下共渡時艱的廣大會員和街坊。
出席此次活動的嘉賓還有，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專員余健強、香港湖北社團總會常
務會長楊華勇、油麻地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理事長蔡培、旺角街坊會主席梁華勝、
深水埗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理事長梁鉅海、油尖旺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席陳香蓮、
港澳江蘇昆山聯誼會會長陳燕雄。

仁愛堂將於10月10日（星期六）舉行新界區賣旗日，與本地原創卡通人物
「Flying Sofye」合作推出四款精美旗紙，藉以籌募經費以支持該堂的長者及
弱勢社群服務，合力支援在疫情期間生活受到影響的大眾。
仁愛堂誠邀各界善長伸出援手，慷慨解囊支持「仁愛堂新界區賣旗日」。

凡捐款滿100港幣或以上，即可獲贈特別版金旗連心意卡乙套，可於心意卡
上寫上祝福語或感謝話送贈予親朋好友，在「疫」境中為身邊的人打打氣，
送上關愛及正能量。
有關「仁愛堂新界區賣旗日」活動及詳情，請瀏覽仁愛堂官網www.yot.org.

hk或Facebook專頁YOT1977。如有查詢，請致電仁愛堂熱線26557788。

近年越來越多消費者抱擁電子商務並熱
愛網上購物。為迎合電子商務增長的趨勢
並同時為消費者提供相應的服務，中國建
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建
行（亞洲）」）、京東及Mastercard攜手
宣布推出全新建行（亞洲）京東Master-
card信用卡，為香港人提供與別不同的網
上購物體驗。
消費者憑建行（亞洲）京東Mastercard
信用卡於網上及JD.com消費可享4%無限
現金回贈，而其他本地及海外簽賬亦可
享 0.5%無限現金回贈。此外，持卡人於
JD.com購物更可享每月獨家優惠和折扣。
早鳥優惠，由2020年10月1日至11月30
日，持卡人於JD.com消費可尊享總值高達
299元人民幣的「早鳥優惠折扣券」。每月
尊屬優惠，由2020年12月1日至2021年12
月31日，持卡人每月可享總值高達99元人
民幣的「月月尊屬折扣券」。
隨機即減幸運抽獎，由2020年10月1日
至2021年12月31日，持卡人於 JD.com
購物時可透過幸運抽獎尊享每筆訂單「隨
機即減」高達299元人民幣折扣。
會員日尊享優惠，由2020年11月6日至
2021年12月31日，持卡人可於每月6日之
會員日領取價值598元人民幣的「京東會

員尊屬折扣券」。
根據一站式網購平台京東的數據顯示，

食品飲料、手提電話、電腦及數碼產品、
智能產品（如體脂秤）以及潮流新品均為
本地消費者在該平台消費時最受歡迎的類
別。

由今畫會主辦的「繼往開來——趙少昂大師115周年誕辰暨今畫
會60周甲大慶聯展」活動日前於香港銅鑼灣中央圖書館舉辦。由於
疫情原因，此次活動未安排隆重開幕儀式，但仍未減少觀眾對欣賞
作品及參觀活動的熱情。現場安排細緻周到，人流控制恰當，熱鬧
非凡。
2020年對於嶺南畫派來講，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是國畫藝術大

師、嶺南畫派第二代最傑出的花鳥畫家趙少昂的115周年誕辰以及
其創辦的今畫會60周年紀念。雖然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但在會長楊
建法及嶺南畫派同人團結一心、共同努力下，終於成功舉辦此次大
型聯展活動。彰顯嶺南畫派及今畫會對尊師重道、繼往開來的傳
承，實在是難能可貴，令人敬佩和意義非凡。
是次參展畫家有50多位，包括胡宇基、歐豪年、譚聖卓、林湖

奎、楊建法、何百里、伍月柳、盧清遠丶羅志強等，以及其徒子徒
孫們。展出作品共有200餘幅，充分體現出「嶺南畫派的實力，以
及團結互愛精神」。
疫情當下，身在台灣的歐豪年雖然未能親身赴港出席展覽活動，但

特別為展覽特刊撰寫序文，令大家感受到極大鼓勵和關懷。歐豪年勉
勵道，今春舉世皆被新冠肺炎疫情所擾，公共活動影響至鉅，吾人深

願，馨香以禱，上蒼庇祐，社會重振，畫壇亦盼能歸正道也。
譚聖卓酷愛中國書畫和傳統文化，無論詩、詞、書、畫都有極高

造詣，他感言，50多年來，嶺南畫派在眾多傳人鍥而不捨的努力、
傳承發展下，已經成為具有影響力的藝術流派，展望未來，走出國
門，邁向世界，讓嶺南畫派在世界各地繼續傳承，令更多人真正認
識及體會到中國傳統書畫文化藝術的魅力，讓中國文化在世界各地
發揚光大。

仁愛堂新界區賣旗日將舉行

趙少昂誕辰115周年暨今畫會60周甲聯展舉辦建行(亞洲)、京東及Mastercard
合推網購信用卡

■（由左至右）Mastercard 香港及澳門總
經理陳一芳、建行（亞洲）常務副行長兼
執行董事郭珮芳及京東香港商務總監湯偉
傑隆重推出全新建行（亞洲）京東
Mastercard信用卡。

■參加紀念聯展活動現場合影。

湖北社團總會與四大坊會慶國慶派福包
日前，香港湖北社團總會與尖沙咀街坊福

利會、油麻地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旺角街

坊會以及深水埗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四坊

會為慶祝國慶，特舉辦派送愛心抗疫福包活

動，連續兩日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場地，派

放4000多份福包給街坊。香港湖北社團總會

會長謝俊明與尖沙咀坊會理事長蘇仲平，聯

同中聯辦社團聯絡部副部長鄭戰良等嘉賓，

親自派發抗疫福包。街坊們踴躍領取，現場

氣氛歡樂，為佳節增添熱鬧的氣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