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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5%‧前值+0.8%

9月零售銷售年率‧預測+3.7%‧前值+2.8%

9月扣除能源的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5%‧前值+0.6%

9月扣除能源的零售銷售年率‧預測+5.0%‧前值+4.3%

10月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1.0‧前值51.2

10月Markit服務業PMI初值‧預測46.8‧前值47.5

10月Markit綜合PMI初值‧預測47.5‧前值48.5

10月Markit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5.5‧前值56.4

10月Markit服務業PMI初值‧預測49.0‧前值50.6

德國10月Markit綜合PMI初值‧預測53.5‧前值54.7

10月Markit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3.1‧前值53.7

10月Markit服務業PMI初值‧預測47.0‧前值48.0

10月Markit綜合PMI初值‧預測49.5‧前值50.4

10月綜合PMI初值‧預測53.9‧前值56.5

10月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3.1‧前值54.1

10月服務業PMI初值‧預測54.0‧前值56.1

10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前值54.3

10月Markit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3.4‧前值53.2

10月Markit服務業PMI初值‧預測54.6‧前值54.6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暫時上落於104.00至106.00

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930美元水平。

經濟復甦領跑 亞股攻守皆宜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歐美國家疫情再現增溫趨勢，牽動近期全球金融市場表現，然而中國內地最新公布之經濟數據顯示，第三季GDP年

增率由第二季的3.2%進一步攀升至4.9%，雖略低於市場預期，但累計前三季GDP較去年同期已轉為正成長0.7%，且

9月份工業生產年增率6.9%、零售銷售年增率3.3%，均較前期改善並優於預期，更加強化在疫情管控有成之際，有望

達到國際貨幣基金對於中國為今年唯一能達正成長的主要經濟體之預估。 ■富蘭克林投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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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日圓本周二受制105.75阻力走
勢偏軟，周三在104.35附近獲得較大支
持後稍為反彈，周四大部分時間窄幅處
於104.50至104.80水平之間。市場對
美國將推出新一輪刺激經濟計劃的預期
升溫之際，美元指數本周連日下跌，周
三曾向下觸及92.47水平7周低位，抑
制美元兌日圓表現。
雖然美元指數本周四出現反彈，一度
重上92.93水平，不過歐元兌日圓交叉
盤本周二受制125.00關位後掉頭回落至
周四的123.75水平，對日圓構成支持，
該因素引致美元兌日圓本周四依然未能
迅速重上105水平。
另一方面，日本央行本月初公布的9

月版短觀經濟季報顯示，大型企業景氣
指數為負 27，較 6月版的負 27有改
善，而中型及小型企業的景氣指數跌幅
亦呈現放緩，同時日本經濟產業省上周
三公布的8月份工業生產指數按月攀升
1%，連續三個月上升。但隨着日本8
月份的人均工資持續多月下跌，家庭開
支連月下降，核心通脹年率亦掉頭下
跌，反映日本內需不振，不利第3季經
濟表現，投資者將關注日本央行會否在
下周四公布的10月版經濟與物價展望
報告中下調今年經濟增長預測。
市場等候日本央行下周四公布會議結
果之際，預料美元兌日圓將暫時上落於
104.00至106.00之間。

金價料續反覆上移
周三紐約12月期金收報1,929.50美

元，較上日升14.10美元。現貨金價周
三向上觸及1,931美元水平逾1周高位
後遭遇回吐壓力，周四曾回軟至1,902
美元水平。
美元指數本周三在92.47水平獲得較
大支持後出現反彈，周四曾回升至
92.94水平，抑制金價升幅，不過現貨
金價過去1周在1,900美元之下持續獲
得支持，有助金價繼續保持反覆上移走
勢。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930
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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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認為，亞洲尤其
是東北亞國家在疫情控制上成效

較為顯著，經濟重啟與復甦步伐為全球
最具優勢區域，亞洲企業在引領全球新
經濟發展的道路上亦具有舉足輕重地
位，創造高度投資價值。
此外，美國總統大選時程逼近，選前

的不確定性可能導致市場表現轉趨震
盪，雖然一般評估由民主黨大獲全勝的

藍色浪潮情境可望擴大財政刺激政策，
為對新興亞洲市場最為有利的情境，但
實際上只要選舉結果確立掃除不確定
性，即有助市場回歸依循基本面之走
勢，加以低利率環境有利風險性資產表
現，建議應持續布局累積亞股投資部
位。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成長基金經理人

蘇庫瑪．拉加分析，新興亞洲企業在創

新能量上領先全球同儕具備極大優勢，
同時面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也展現極佳
韌性。

持續創新 內企疫境成長
例如中國內地的網絡、健康醫療、新
能源與消費產業財報結果優異，面對艱
困的營運環境，大型企業透過規模優勢
持續自較為疲弱的競爭對手中攫取市

佔，大量採用科技應用、持續創新，以
及產業加速整合，都將為企業提供大量
的成長機會。
印度企業機動透過削減成本的方式因

應經濟封鎖狀態，因此獲利衰退狀況較
市場預期收斂，在防疫期間撙節的部分
成本可能會在正常營運之後回復，但部
分成本則是有效刪減，有利提升企業後
續的獲利能力。

美元周四再作持穩，處於七周低位上方，由
於11月大選前達成刺激方案的希望再次受挫，
給予美元喘息空間。最近幾個交易日，美國刺
激方案談判的進展提振全球市場人氣，激勵了
風險較高資產的需求，但打壓了美元，因為冒
險人氣上揚時往往打壓美元。
但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三指責民主黨人不願意

制定一個可接受的妥協方案，此後美元壓力緩
解。另外，美聯儲表示，隨着消費者的購房和
支出增加，美國經濟在10月初繼續小幅至溫和
復甦，但不同行業的情況差別很大。
美聯儲的最新褐皮書顯然比9月發布的更為

樂觀，更多地區使用「正面」和「樂觀」兩個
詞來描述當地經濟的各個方面。
目前主要貨幣大致兌美元均處於橫向波動，

因投資者在等待新的方向。美元兌瑞郎走勢，
圖表可見RSI及隨機指數自超賣區域稍作回
升，美元兌瑞郎有望再次止住跌勢於0.90關
口，一如8月及9月的形勢，但估計仍會延續着
爭持待變的局面。

美元兌瑞郎料續爭持
當前較近阻力先看25天平均線0.9160，重要

的阻力區域則預估在0.9250至0.93水平，後市
需上破此區才可望美元兌瑞郎完成築底階段。
倘若以3月高位0.9903起始的累計跌幅計算，
38.2%的反彈幅度可至0.9345，擴展至50%及
61.8%則會分別看至0.9450及0.9560水平。
至於下方關鍵繼續會留意0.90的心理關口，

倘若此關口在後市一旦失守，或見美元兌瑞郎
將展開猛烈跌勢，較大支持為0.8850以至0.87
水平。

美元兌日圓關鍵位料於107
日本央行周四公布的調查顯示，截至9月的
三個月，日本家庭對經濟的信心降至10年低
位，突顯出疫情給日本經濟帶來的痛苦。季度
調查顯示，衡量家庭對當前經濟狀況信心的動
向指數9月觸及負75.6，低於6月的負71.2。
美元兌日圓走勢，技術圖表見RSI及隨機指

數正處超賣區域，可望美元日圓短線先作持
穩。阻力估計在105天及100天平均線106.25，
關鍵料為107水平，在8月份曾多日於此區遇
阻，預計較大阻力將指向107.80水平。
至於下方支持參考9月低位103.99；較大支

持將會指向103水平。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工商資訊資訊 ■責任編輯：蘇 璇 ■版面設計：歐鳳仙

儀式上，新當選的香港島婦女聯會第六屆主席金鈴表示，今年是極
其不平凡的一年，受到疫情的衝擊及去年社會事件的影響，中美

兩國的深層博弈，香港的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黑暴的盛行、
社會的動盪、經濟的下滑，都令每一位愛國愛港的力量感受到局勢的
嚴重和巨大的危機。該會作為港島區婦女組織的重要代表，未來需要
更多發揮女性優勢，旗幟鮮明地站在台前與第一綫，為愛國愛港力量
在香港的發展和壯大，及香港的繁榮穩定貢獻更多一份女性的力量。
隨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劉林，中國廣播電視香
港記者站站長瞿家茂，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協調部副部長王雲波作為
主禮嘉賓，分別為獲行政長官委任太平紳士的張雅麗，獲授予榮譽勳
章的蕭莫靜璇、李少榕，獲特區政府授予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的吳
丹、陳巧莉、陳美燕頒發精美的水晶獎杯，並希望大家以其為楷模，
繼續為香港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頒發授勳獎杯之後，香港島婦女聯會第六届的執委姊妹們身穿高貴

典雅、端莊新穎的旗袍，手拿中國傳統扇子精彩亮相，瞬間將活動的
氛圍推向高潮，贏得了現場嘉賓的陣陣喝彩，全面展示了中國女性的
東方之美。

東京中央拍賣將於10月24日星期六於東京及香港舉行聯合拍賣，呈獻19大珍藏專場。東
京拍場首先於香港時間上午九時半舉槌，香港拍場將會直播東京拍賣現況，東京拍賣完結
後將緊接香港拍賣，同時由身處東京的拍賣官主持拍賣。拍賣直播鏈接將於不日公布，敬
請密切留意。
日本拍場將呈獻「御風而行 日本書畫家高橋廣峰重要收藏」、「日本昭和美術會會長西
尾草峯先生同一收藏」、「中國近現代書畫」、「關東重要藏家同一珍藏」、「美籍華僑
藏家同一收藏」、「大阪實業家同一收藏」、「中國古代書畫」、「關東書道家同一收
藏」、「古籍善本」、「橫濱某藏家舊藏文玩雜項同一收藏」、「神戶知名古美術商舊藏
雅瓷名器同一收藏」、「古玩珍藏」及「生活尚品 精品名錶及愛馬仕手袋」專場；香港拍
場包括「宋元明清 雅韻留臻 東京某藏家舊藏名瓷」、「足利知名美術商舊藏文玩茶
道」、「一期一會 聽茶聞香」、「漫畫世界專場 賽璐璐及漫畫家簽名」、「當代藝術潮
玩ARTS IN LIFE」及「珍稀佳釀」專場。歡迎蒞臨現場，或以網絡、電話委託、書面委託
進行競投。電子圖錄現已上線，敬請點擊以下鏈接瀏覽精彩拍品，登記競投。電子圖錄：
https://www.chuoauct.com/。

球迷期待了30年，2015年新上任的足球領隊高普
（Jürgen Klopp）今年在英超球賽終於打破宿命，不
負眾望，首次為球隊勇奪冠軍，深受球隊成員及球迷
擁戴的高普居功至偉。激情澎湃的高普在剛上任時
說：「我一定會給球隊帶來冠軍。」，激發了球員及
球迷們的鬥志和自信。 而這位德國籍教練終於在今
年，兌現了這個對球隊、球迷及他自己的承諾。
為慶祝這位「教父」率領球隊登上冠軍寶座，德國
小麥啤酒品牌Erdinger破天荒聯乘高普推出冠軍紀念
版啤酒，將堅守德國巴伐利亞傳統釀製的Erdinger
Weissbräu小麥啤酒與高普的足球激情完美融合。罐
上印有高普的樣子以及簽名，絕對值得球迷珍藏。

德國小麥啤酒品牌Erdinger多年來深受德國人愛
戴，憑藉「二次發酵」的傳統工藝及巴伐利亞皇冠氣
泡帶來綿密的細膩口感，被視為小麥啤酒的皇者化
身。Erdinger小麥白啤酒散發出獨特的果香味，入口
清爽順喉並帶有柑橘及香草味。酒體厚度適中，加上
豐富及濃密的泡沫，於飲用時享受到獨特的質感。廣
大球迷可一邊享受Erdinger小麥白啤酒一邊體會高普
與球隊的歡笑與淚水，感受其特別的韻味。
「高普冠軍紀念版Erdinger小麥白啤酒」（500毫升
罐裝）日前在指定香港OK便利店、士多Ztore限量發
售 ， 參 考 網 址 ： https://uk.erdinger.de/fantastic/
the-fantastic-erdinger-show.html。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下稱「新地」）日前於著名
國際財經雜誌《Euromoney》
主辦的年度地產選舉中，獲得
多達24項殊榮，為歷年獲取最
多獎項的一次，足證集團不斷
進步得到行業認同。
在《Euromoney》雜誌發表
的「2020年度地產選舉」結果
中，新地包攬香港全部七個物
業組別的獎項，包括「香港最
佳地產公司」、「香港最佳綜
合項目發展商」、「香港最佳
住宅項目發展商」及「香港最佳創新綠色
項目發展商」等。集團在內地亦獲得七個
獎項中的六項，包括「中國最佳地產公
司」、「中國最佳綜合項目發展商」及
「中國最佳零售項目/商場發展商」等。
亞太地區方面，新地第七次獲得「亞太
區最佳地產公司」，是獲得此項區域最高
級別殊榮次數最多的地產公司。新地同時
奪得「亞太區最佳住宅項目發展商」、
「亞太區最佳零售項目/商場發展商」等五
個大獎。此外，新地獲得三項環球榮譽，
分別為「環球最佳創新綠色項目發展
商」、「環球最佳住宅項目發展商」以及
「環球最佳綜合項目發展商」。
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表示：

「今次獲得多個獎項，足證世界各地專業

人士對集團的認可。面對疫情肆虐等前所
未有的挑戰及不確定性，新地仍然謹守
『以心建家』的信念，繼續投資香港及內
地。我們不但會確保業務持續營運，為顧
客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而且為持份者創
造長遠價值。集團將憑藉本身的專長繼續
發展大型綜合地標項目，包括位於香港高
鐵西九龍總站上蓋的優質商業項目及上海
ITC大型項目等。我們會繼續精益求精，
保持新地在巿場的領先地位。」
由《Euromoney》主辦的年度地產選舉

廣被視為房地產業指標性大獎。今年為
《Euromoney》連續第16年舉辦選舉，由
全球逾2700位來自物業顧問公司、發展
商、投資經理、銀行及企業用戶的代表參
與評選。

新地獲《Euromoney》頒24個獎項

東京中央將舉行東京香港聯合拍賣

德國Erdinger限量推出高普冠軍紀念版小麥白啤酒

■新地獲國際權威金融雜誌《Euromoney》頒發24
個獎項。

■

德
國E

rdinger

限
量
推
出
高
普
冠
軍
紀
念
版
小
麥

白
啤
酒
。

■南宋龍泉窯青釉雙魚紋折沿洗。

金鈴榮任港島婦聯主席日前，香港島婦女聯會成功

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71周年暨2020會員大會及

第六届執行委員會選舉」，金

鈴成功當選為香港島婦女聯會

第六届執行委員會主席，當選

主席團成員還包括副主席趙華

娟、程莉元、陳巧莉、李莉、

吳丹、陳美燕、劉江紅、邱婕

兒、楊張新悅、朱穎詩及秘書

長胡玉貞。會後港島婦聯舉行

「同心同行 賀授勳 話未來」活

動，以恭賀2020授勳人士及慶

祝本會新一屆執行委員當選。
■香港島婦女聯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周年暨2020會員大會及第六届執行委員會選舉」成功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