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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終值，預測-0.2%，前值-0.2%

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終值，預測-0.2%，前值-0.2%

9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預測-0.4%，前值-0.4%

9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預測-0.4%，前值-0.4%

9月請領失業金人數，預測8.0萬人，前值7.37萬人

9月按國際勞工組織(ILO)標準計算的失業率(截至8月的三個月)，預測4.3%，前值4.1%

9月就業崗位變動，預測減少2.4萬個，前值減少1.2萬個

9月平均每周薪資所得年率，預測-0.6%，前值-1.0%

9月平均每周薪資所得年率(不包括獎金)，預測+0.6%，前值+0.2%

10月ZEW經濟景氣指數，預測74.0，前值77.4

10月ZEW經濟現況指數，預測負66.0，前值負66.2

9月NFIB小企業信心指數，前值100.2

9月經季調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2%，前值+0.4%

9月未經季調核心CPI年率，預測+1.8%，前值+1.7%

9月經季調CPI月率，預測+0.2%，前值+0.4%

9月未經季調CPI年率，預測+1.4%，前值+1.3%

9月每周平均實際所得月率，前值+0.3%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下試1.3000關。
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94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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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加元上周三受制1.3340阻力後走勢
連日偏弱，失守1.32水平，上周尾段曾走低
至1.3110附近逾4周低位，本周初大部分時
間窄幅處於1.3115至1.3145水平之間。加
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布9月份新增37.82萬
個就業職位，高於8月份的24.58萬個增幅
之外，更是連續5個月呈現就業增長，數據
帶動美元兌加元向下逼近1.3110水平。此
外，加拿大9月份失業回落至9%，較8月份
的10.2%改善，主要是9月份大幅增加33.4
萬個全職職位，反映加拿大就業市場表現逐
步好轉，不排除第3季經濟將較第2季顯著
好轉，加拿大央行有機會在本月28日公布
的貨幣政策報告中上調對今年的經濟增長預
測，對加元構成支持。

美元指數或有失守93風險
另一方面，紐約期油本月初企穩每桶36
美元水平後持續回升，上周尾段更連日向上
觸及41美元水平3周高位，增加美元兌加元
的下行壓力。美元兌加元自上月下旬持續未
能企穩1.34水平，已是連續11周受制位於
1.3420至1.3460之間的主要阻力區，雖然美
元指數本周初曾略為反彈至93.25水平，但
隨着市場對美國需要大規模推出刺激經濟措
施的預期未有改變，美元指數仍有失守93
水平風險，預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下試
1.3000關位。
現貨金價上周尾段持穩1,893美元水平後
擴大升幅，重上1,930美元水平，本周初向
上觸及1,933美元水平3周高位後遇到回吐
壓力，一度走低至1,918美元水平。現貨金
價上周五輕易向上衝破近3周位於1,917至
1,920美元之間的主要阻力，走勢有進一步上
移傾向，加上美元指數過去兩周持續反覆下
跌，對金價構成支持。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
高至1,940美元水平。

市場情緒回穩 風險債券重拾動能

隨着美國總統特朗普迅速出院，並
改變原本對紓困法案談判的強硬

態度，表示願意支持較原提出方案規
模更大的版本， 加上首次申請失業救
濟金人數連續二周下降、石油輸出國
組織（OPEC）對原油市場釋出正面訊
息，風險性債券如高收益債券及新興

市場債流入資金皆由負轉正，重拾動
能。
安聯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經

理人謝佳伶表示，隨着時序進入美國
總統大選倒數一個月內，根據過去經
驗指出，此時市場波動往往可能較
大，其中又以風險性資產較為明顯。

然而對於許多投資者來說，政府公債
雖表現相較股市穩定，但在今年以來
避險資金大量流入以及政府降息政策
下，公債殖利率已較往年為低，難以
滿足投資者對收益的需求。

公債極低回報難滿足需求
謝佳伶指出，綜觀各式債券資產，

截至10月初止，公債中的指標—美國
10年期公債殖利率已跌破1%水平並在
0.6%-0.7%間震盪；在投資級債方面，
目前美林美國投資級債指數的殖利率
約為2.1%，且平均存續期普遍偏長（8
年左右）。
此外，對上述長天期避險債券來

說，若在到期日前市場情緒因難以預

料之因素或消息出現而出現大幅度變
化，其價格也可能連帶出現明顯波
動，投資者不可不防。
謝佳伶表示，在收益難尋且市場震

盪的此刻，若可選擇經濟基本面在全
球市場中相對穩健、有政府紓困及購
債政策支撐的美國優質企業所發高收
益債，便有望獲得明顯優於傳統避險
債券的息收；此時若進一步選擇存續
期較短（2年左右）的短年期高收益
債，更可望降低相對於長天期債券在
到期前可能遇到因市場利率及風險情
緒改變所帶來的價格變動，進而獲得
較佳的風險調整後報酬（risk-adjusted
return），為在經濟後周期、不確定性
未除前提下的投資優選之一。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國總統特朗普向民主黨國會對於紓困方案釋出

正面訊息，市場對於紓困方案態度略轉樂觀，風險

性債券獲資金青睞。根據美銀美林引述EPFR統計

顯示，上周三大債市皆迎來資金淨流入，其中高收益債由前一周

的淨流出狀態轉為淨流入約44億美元，呼應略為轉佳的市場情

緒。 ■安聯投信

封鎖措施及退歐談判壓制英鎊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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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周一徘徊於三周低位附近，市場樂
觀認為美國將推出財政刺激措施。美元指
數在上周五曾創六周來最大跌幅，因投資
者益發押注美國就將財政刺激措施達成一
致，以緩解疫情對經濟的衝擊。
在關於整體紓困方案的協商繼續進行之

際，特朗普政府周日呼籲國會通過一項精簡
版的新冠疫情緩解法案。此外，距離11月3
日的美國大選只有幾周之遙，投資者現在押
注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更有可能贏得美國總統
大選，並推出更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措施。
英鎊兌美元在經過上周的衝高後，本周

一窄幅僵持在1.30關口附近。一方面，因
為新冠疫情蔓延加快，英國首相約翰遜料
將宣布新的限制措施，限制了英鎊的上升
動能，另一方面，對於退歐協議的憧憬，
又對英鎊構成支撐。約翰遜將召開政府眼
鏡蛇緊急委員會(Cobra emergency com-
mittee)會議，之後對議會發表講話。據英
國媒體報道，他分為三級的局部封鎖措施
將包括關閉部分「高警戒」地區的酒吧、
健身房、賭場和博彩設施。新的封鎖措施

將加大經濟面臨的壓力，8月英國經濟增
速為5月開始復甦以來最慢。
英國的脫歐談判有可能壓制本周英鎊走

勢。周四，亦即10月15日的歐盟峰會為約翰
遜定下的最後期限，在此之前，若英國和歐
盟無法達成貿易協議，那麼在今年12月31日
後，雙方很大機會將面臨無協議脫歐的困
境。英國金融時報周一報道，法國總統馬克
龍和歐盟其他國家領導人本周將堅持要求，
與英國達成的任何貿易協議都必須有嚴格的
執行規定，警告稱英國首相約翰遜推翻英退
條約的舉動已經表明英國的話不能相信。

技術走勢正自超買區回落
英鎊兌美元走勢，自 9 月 1 日高位

1.3482，至9月23日低位1.2672，累計跌
幅810點，若扳回一半的跌幅則會達至
1.3077，已接近於本周一觸及的高位；再
者，RSI及隨機指數正自超買區域出現回
落，故需慎防短線英鎊的回調風險。較近
支持先看1.30關口及10天平均線1.2930，
下一級看至1.28水平，至於在上月連續三
日守穩的1.2670將為另一關鍵參考。阻力
位方面，若果擴展反彈幅至61.8%將會看
至1.3170，較大阻力料為1.3270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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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日本秋祭in香港－魅力再發現－」（下稱「日本秋祭in香港」）日前正式揭幕，為期約兩

個月，認證活動內容覆蓋表演藝術、藝術與工藝、飲食、體育、銷售推廣等不同範疇，共40多項活

動。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今年的「日本秋祭in香港」在講求有效防疫對策的同時，亦積極採取網

上形式進行，不受形式限制，讓市民即使身在香港，也可以感受和體驗日本文化。

林健忠秉承其恩師池田大作致力貢獻「和平、教育、文化」的
理念，今年先後在中文大學逸夫書院及城市大學設立「林健忠池
田恩師獎學金」。林健忠又在珠海學院設立「林健忠傑出教授獎
教金」及「林健忠池田恩師獎學金」，總數為港幣106萬元。相
關的支票頒贈典禮日前於珠海學院屯門校舍舉行。
典禮上，珠海學院校長李焯芬、林健忠曉陽慈善基金會創辦人

林健忠及「林健忠傑出教授獎教金」獲獎教授分別致辭表達感
受。李焯芬表示: 「林健忠一向為善不甘後人，尤其在推動教育
方面，更是不遺餘力。這次珠海學院能夠得到林健忠的捐助，將
有助提高教與學的水平，我們實在是非常感謝。」林健忠以教學
相長，獎學之餘亦應獎教，有良師才能出高徒。林健忠認為珠海
學院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私立大專院校，於1947年創立至
今，篳路藍縷，以有限資源，在國學、新聞及傳播系、土木工程
系各方面都為香港培育不少人才，實在值得各界支持。支票頒贈
典禮出席的嘉賓包括珠海學院的副校長、院長、系主任、教職員
及傳媒。典禮在一幅大合照後圓滿結束。
「林健忠傑出教授獎教金」的下屆得獎人將由有關的評審委員
會决定，評審委員會成員包括林健忠、珠海學院校長及副校長。
「林健忠池田恩師獎學金」為期三年，期滿雙方商議再續。

新鴻基地產（下稱「新地」）旗下的環球貿
易廣場（ICC）在英國建築研究院的綠色建築
評估系統 BREEAM In-Use 中得到最高的傑出
（Outstanding）評級，更在其中三個評估範疇得
到滿分的佳績。
環球貿易廣場成為全港首個獲BREEAM認證的
綠色建築，不但肯定了環球貿易廣場的卓越管理
獲國際認可，更令其躋身全球首3%的頂尖綠色建
築行列，為本地樹立卓越環保典範。
新地代理總經理（寫字樓租務）盧經緯認為，

環球貿易廣場的租戶以跨國企業、大型機構為
主，對環保有嚴格要求。他說：「環球貿易廣場
今次在國際環保評估系統BREEAM In-Use中得到
最高評級，證明其綠色管理質素已達業界頂級標
準，甚至超越國際水平。這不但展現新地對環保

管理的長期承擔，同時亦全面迎合環保意識高的
租戶對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由新地旗下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管理的環球

貿易廣場，多年來運用科技來達致環保管理，致
力成為優秀的綠色智能建築。透過各種能源優化
措施，環球貿易廣場由 2012 年至今已節省共
1500萬度電，相當於超過4500戶三人家庭的全
年用電量，有助減少10000噸的碳排放。團隊多
年來以「智能、協作及持續性」為管理方針，運
用智能科技，實踐智能管理系統，監察及控制不
同設施與設備的運作及用電量，又應用物聯網科
技，使用流動數碼系統收集大數據，經分析後從
而優化樓宇的能源效益。團隊積極連繫社區，與
租戶及持份者攜手進行環保及節能工作，實踐可
持續發展。

藝術書店「本書店THEBOOKSHOP」
日前已重新開放，營業時間每天上午10
時至晚上7時，逢星期四休息。
「本書店」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

巴利道10號香港藝術館地下，面向尖沙
咀海旁，定位為藝術書店，搜羅世界各
地獨特的中英文藝術書籍，尤其是關於
香港藝術及藝術家的書籍，包括美術、
設計、視覺文化，以及兒童和成人均愛
閱讀的繪本等。「本書店」將不定期舉
行不同主題的藝術作品展覽，為公眾帶
來本地及海外藝術家的作品，包括陶
藝、紙品、絲網版畫等，以及配合香港
藝術館展覽，安排藝術家對談及簽名會
等活動。

「日本秋祭in香港」2020正式啟動

焦點活動包括：
豪瑟沃斯香港

呈獻大阪藝術家松谷
武判首次個展，香港
和僑會送上線上和線
下的和樂演奏與日本
舞踊演出，並鼓勵參
加者換上和服或浴衣
出席參與，有濃厚日
本風情；另一方面，
具400年歷史的德島
傳統阿波舞，將以線
上直播方式讓觀眾體
驗阿波舞的熱熾氣
氛；同時，於12月6
日的《日本文化祭暨

武道巡禮 2020》活動上，將有日本武者獻技，包括居合道「千月
堂」、合氣道「佑武會」、弓道「香港弓道協會」、空手道「正
道塾」等；此外，日本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請來小提琴家田中知子
與香港結他手Jacky Lau為今年「日本秋祭in香港」作特別演奏，
以重新編曲的日本電影《日間演奏會散場時》歌曲《幸福的硬
幣》的優美旋律，撫慰在疫情下香港人的心靈，二人更將在秋祭

期間舉行迷你音樂會，樂迷萬勿錯過。《日本文化視覺感受全體
驗》亦載譽歸來，此項線上文化活動第二彈，內容包括日本獨有
的舞台表演藝術「殺陣道」、傳統樂器「尺八」、日本茶的沖泡
藝術，以及賣相精緻的和菓子等等。
日本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大使兼總領事和田充廣表示︰「日本與

香港是十分重要的合作伙伴，我們之間的關係亦愈來愈密切。
2019年到訪日本的香港旅客連續三年超過220萬人次，當中有三
成以上更曾先後10次到訪日本。香港亦連續15年成為日本農產品
最大的進口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全球都面對着嚴峻的
挑戰。我們希望盡己所能，為各位香港市民帶來一些正面的氛
圍，因此繼續舉辦『日本秋祭in香港』，從我們能力所及的事情
出發，加強日港之間的緊密關係。」
「日本秋祭in香港」實行委員長吉村德一郎續稱：「今年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很多文化及體育活動都被迫停辦或延期，但
正是在這種嚴峻的狀況中，我們更加希望通過秋祭，進一步加深
日港友誼。」
「日本秋祭in香港」實行委員會由日本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香
港日本人商工會議所、香港日本人俱樂部、香港和僑會、香港日
本文化協會組成，顧問團包括香港留日學友會、香港日本語教育
研究會、香港日本食品及料理業協會、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
RO）及日本國家旅遊局（JNTO）。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加深香港
與日本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友好關係。

環球貿易廣場獲BREEAM In-Use最高評級 香港藝術館內「本書店」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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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松谷武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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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店」設計時尚、環境舒適，藝
術書籍眾多，是洗滌心靈的好去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