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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印度將批准 項中國投資

網商微眾銀行有望加入數字人民幣試點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兩家民營銀
行——螞蟻集團旗下網商銀行、騰訊控
股（0700）旗下微眾銀行，將加入數字
人民幣試點銀行行列。而此前從多地試
點情況來看，數字人民幣運營機構僅包
括六大國有商業銀行。
據路透社報道指，數字人民幣 APP 運

香港文匯報訊 去年以來內地債券違
約事件頻發，有消息指，近期監管部門
下發通知，要求通過完善信息化手段，
對專項債項目實行穿透式監測，防範法
定債券風險。內地媒體-21世紀經濟報導
報導，穿透式監測主要監測專項債項目
準備情況、項目建設情況、項目運營情
況、項目專項收入情況；此為防範化解

營機構頁面顯示，內地六大國有商業銀
行均已開通數字人民幣業務，網商銀行
和微眾銀行兩家則緊隨其後，但圖標呈
灰色，並顯示「即將開通」。
網商銀行發言人稱，網商銀行作為數
字人民幣研發參與機構之一，將按照人
民銀行總體安排穩步推進試點測試。微

眾銀行未予置評。金融科技專家蘇筱芮
認為，兩家民營銀行加入數字人民幣試
點可以更好地參與數字人民幣的運營。

擁
「發鈔權」
實際意義有限
一家國有大行參與數字人民幣內測人
士表示，允許網商和微眾兩家銀行參與

專項債項目擬實行穿透式監測

風險的舉措之一，後續或推出專項債績
效管理機制、探索建立中介機構黑名單
制度等措施。

冀防範法定債券風險
由於近年來專項債發行規模大幅增
加，目前專項債餘額已經超過政府性基
金收入，蘊含一定風險。報導引述一位

數字人民幣試點項目，相當於兩家銀行
有了數字人民幣的「發鈔權」，但當前
數字人民幣生態體系尚未完全建立，短
期來看，擁有此項「發鈔權」的實際意
義有限。螞蟻集團和騰訊控股分別為網
商銀行及微眾銀行最大股東，持股比例
均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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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投融資人士稱，穿透式監測意味着
將動態監測地方財政、相關主管部門以
及項目單位等各類參與主體，逐個環節
跟蹤進展，實現對專項債券項目全周
期、常態化風險監控，防範法定債券風
險。除了對專項債項目實施穿透式監測
外，監管部門近期還將通過一系列舉措
防控專項債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消息，隨
着中印兩國在爭議邊界地區的軍事對
峙形勢緩解，印度預計將批准 45 項
來自中國的投資提議，其中可能包括
長城汽車和上汽集團的提案。報道引
述兩位看過名單的政府消息人士表
示，準備提前批准的 45 項提議大多
屬於製造領域。從國家安全角度來
看，製造領域被認為較不敏感。長城
汽車和上汽集團的投資提議可能在名
單上。

投資方或包括長汽和上汽

去年中印軍隊在喜馬拉雅山西側地
區發生衝突後，印度收緊了對中國在
印度投資的管控，使得一些提議自去
年以來遭遇阻礙。有來自中國約 150
個、價值逾 20 億美元的投資提議卡
關。由於內政部牽頭的一個跨部門小
組提高了對這類提議的審查，使得日
本和美國企業透過香港的例行投資也
受到波及。

財政部今年 1 月印發的《地方政府債
券信息公開平台管理辦法》提出，地方
財政部門應當按照公開辦法等制度規
定，在公開平台相應欄目及時公開地方
政府債務限額、餘額，地方政府債券發
行、項目、還本付息、重大事項、存續
期管理，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指標、財政
狀況等相關信息。

投資理財

美股重回全球股市吸金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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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國疫苗施打進度穩定、最新零售數據優於 國及東南亞國家股市等多收跌，而台 局在最新公布的會議紀要中重申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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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等利多激勵風險情緒，但就業數據不佳以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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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漲跌互見。根據美銀美林引述 EPFR 統計顯示，上周除拉丁美



洲、已開發歐洲外，其餘地區股市多呈資金淨流入狀態，其中美

紐約期油偏強 加元反覆上行

美元兌加元上周三受制 1.2745 附近阻力走勢
偏 軟 ， 上 周 尾 段 跌 穿 1.26 水 平 ， 本 周 初 在
1.2580 水平獲得較大支持後曾反彈至 1.2650 水
平。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布12月份零售銷售
值按月下跌 3.4%至 534 億加元，是 5 個月以來
最少的單月銷售值，不過數據未對加元構成負
面。隨着新冠疫苗推出應用，全球經濟復甦步
伐有望提速，加上紐約期油上周尾段曾向上觸
及每桶 62 美元水平逾 13 個月高位，增加投資
者對通脹升溫的預期之際，市場氣氛已逐漸利
好商品貨幣表現。
另一方面，加拿大央行上月會議預期上半年
通脹率將短暫上升至約 2%水平，預示通脹未
來數月將逐漸攀升，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三公布
1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回升至1%，高於12
月份的 0.7%水平，不排除下月 17 日公布的 2
月份通脹年率將進一步上行，而市場將關注加
拿大央行 3 月 10 日政策會議對通脹走勢的最新
立場。
雖然美國 10 年期長債息率本周初曾向上挨
近 1.395%水平 1 年高點，但美元指數自上周三
受制 91.05 阻力便連日掉頭下跌，美元兌加元
本周初反而一度走低至 1.2580 水平近 3 年低
位，凸顯美元指數依然反彈乏力。預料美元兌
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2530水平。

國股市單周淨流入約 60.61 億美元，吸金量居全球之冠。
●安聯投信
1月
美國商務部最新報告顯示美國
份零售銷售大幅增長，創下近七

個月以來新高，加上政府大力推動疫
苗施打進度，激勵美股上周一度走
高，不過隨着 18 日公布初領失業金意
外上升，加上公債殖利率升高及對通
脹的擔憂壓抑股市漲幅，美股主要指

數單周漲跌互見，包括道瓊、費半指
數單周收紅，標普 500 及納斯達克則小
幅收跌。
受到美股影響，全球各地股市上周
表現分歧，包括道瓊歐洲 600 與 MSCI
新興市場指數單周小幅收紅；亞洲地
區股市則是漲少跌多，包括日本、韓

美企財報多勝預期添動力
展望後市，謝佳伶表示，美國聯儲

寬鬆貨幣政策及購債計劃，加上目前
已公布財報的美股企業表現多數優於
預期、資本支出也多上調，皆有利於
美股後市表現；然而近期勞動數據不
如預期進而影響美股表現，建議接下
來應持續觀察勞動市場改善狀況，作
為投資時的判斷 。
在投資建議上，謝佳伶指出，疫苗
於美國持續的施打有利於經濟的復甦
及解封，在布局美國資產時，除了關
注在過去一年強勢領漲股市的科技成
長產業外，也可適度關注包括基本面
改善的能源、居家修繕、汽車零售等
族群，以及娛樂、旅遊與博弈等疫後
復甦題材，參與循環性產業的表現契
機。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標普上調新西蘭評級 紐元再闖高位
金匯 出擊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元周一在近期低位附近徘徊，一度兌英鎊、澳
元和紐元觸及多年低點，因疫苗進展以及對更快的
經濟增長，促使市場人士追逐風險貨幣。澳元兌美
元觸及三年高位 0.7908 美元，紐元兌美元升見
0.7338，為2018年初以來最高，受惠於標普上調新
西蘭主權信用評級。標普全球評級將新西蘭的外幣
和本幣主權信用評級分別上調一個級距，至
「AA+/A-1+」和「AAA/A-1+」，評級展望維持
在「穩定」。標普全球評級指出，新西蘭經濟復甦
速度勝過多數發達經濟體，因其控制疫情方面的表
現優於多數國家。

金價有力重上 1810 美元
現貨金價上周五持穩 1,760 美元水平迅速反
彈，本周初進一步向上逼近 1,800 美元水平，
走勢有改善傾向。美國 10 年期長債息率過去 1
周顯著上升，本周初向上逼近 1 年高點，但美
元指數卻表現偏軟，顯示美國最新的 1.9 萬億
美元救助經濟計劃將抑制美元指數表現，有助
金價擴大回升幅度。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
1,810美元水平。

料央行維持利率不變
新西蘭央行本周三將舉行議息會議，普遍預料央
行將維持利率不變，但將採取審慎態度，因偏強硬
的論調可能會激發市場進一步反應，從而推動紐元

資訊

上揚。紐元兌美元走勢，近期以來匯價爭持於 50
天平均線上方，至近日更顯著走高，突破了 1 月 6
日高位 0.7314，不過，RSI 及隨機指數均已走至 80
水平上方的超買區域，故要慎防短線紐元升勢或稍
呈緩止。向下關鍵支撐仍會矚目於 50 天平均線，
目前位於 0.7180，倘若後市失守此區料見調整壓力
加劇。
以自去年 9 月低位 0.7512 起始的累計漲幅計算，
38.2%的調整幅度為 0.7020，擴展至 50%及 61.8%
將分別看至0.6925及0.6830水平。至於上方阻力預
估在0.7440以及0.75關口，進一步參考2017年7月
高位0.7557。
澳元兌美元方面，技術圖表同樣見 RSI 及隨機指
數處於超買區域，但已呈現着初步回跌跡象，需留
意若匯價重新跌破此前 1 月的高位 0.7820，則見澳
元開展調整。以黃金比率計算，38.2%的回調幅度
為 0.7555， 擴 展 至 50% 及 61.8% 的 幅 度 分 別 為
0.7450 及 0.7340 水平。至於向上較大阻力預估在
0.80關口以至200個月平均線0.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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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請領失業金人數，前值增加7,000
12 月按國際勞工組織(ILO)標準計算的失
業率，預測5.1%，前值5.0%
12月就業崗位變動，預測減少3萬個，前值減少8.8萬個
12 月三個月平均每周薪資所得年率，預
測+4.2%，前值+3.6%
12 月三個月平均每周薪資所得(不包括獎
金)年率，預測+4.0%，前值+3.6%
1 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終
值，預測+0.2%，前值+0.3%
1 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終
值，預測+0.9%，前值+0.9%
2月CBI零售銷售差值，預測負38，前值負50
12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價月率，前值+1.0%
12月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價年率，前值+11.0%
12月FHFA房價指數，前值310.1
12月 Case Shiller 20個大都會地區經季調房價
指數月率，預測+1.2%，前值+1.4%
12 月 Case Shiller 20 個大都會地區未經
季調房價指數月率，前值+1.1%
12 月 Case Shiller 20 個大都會地區房價
指數年率，預測+9.9%，前值+9.1%
2月世企研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90.0，前值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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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高峰（香港）2021」
頭炮活動「天然紮染工作坊」將舉行

萬希泉與陳建州合作
推出「BlackAngel陀飛輪腕表」

「時尚高峰（香港）2021」於 2021 年 2 月開始，將舉辦一連串活動，
以線上線下等多元形式，探討可持續時尚與設計的未來。

頭炮活動「天然紮染工作坊」反應熱烈
「時尚高峰（香港）2021」將於 2 月 26 日舉辦今屆
首項活動──「天然紮染工作坊」。是次工作坊將教
導市民以天然廚餘作染料，為日常衣物創造色彩世
界，以代替化學染料、減少污染。參加者既可了解天
然染料種類，更可即場進行紮染。
「天然紮染工作坊」反應熱烈，150 個網上及現場
參加名額推出後迅即爆滿，至今已有逾 500 人報名參
加。工作坊將於 2 月 26 日下午 2 時 30 分至 6 時舉行，
有興趣公眾屆時可登入以下平台，一同網上參與，了
解更多可持續發展時尚及設計。
1. FB: https://www.facebook.com/fashionsummithk
「
■關愛迎春福袋送暖到荃灣」活動
成功舉辦。

香港陀飛輪品牌萬希
泉與亞洲知名藝人兼
P. LEAGUE + 台 灣 男
子職業籃球聯盟執行長
陳建州（黑人）合作，
聯手推出全新運動風格
的 「Black Angel 陀 飛
輪腕表」。
腕表由設計到生產耗
時近兩年，黑人全程參
與設計並且嚴選最適合
零件進行創作。腕表以
黑人的代表色「黑」作
為設計主軸，並賦予熱
血、態度及不放棄的精
神，任何時候做任何事 ■萬希泉與陳建州合作推出
。
都要用正確的態度和決 「BlackAngel陀飛輪腕表」
不輕易放棄的心態面對。外觀則是考慮必須兼具搭配
性的風格，不論是在正式場合、休閒及潮流穿搭都能
輕鬆駕馭。造型選用大表徑經典酒桶型，展現男人堅
韌個性，卻不失端莊大氣。腕表刻意不做特殊處理，
讓表面充滿「黑」元素，表盤採用鏤空設計，讓佩帶
者欣賞由發條帶動齒輪，給予陀飛輪機芯源源不絕的
動力，於漆黑中帶來層次感。而時間刻度、表殼螺絲
及表冠則挑選了白色，除與黑色形成對比外，更巧妙
的回應黑人愛妻范瑋琪所創作的歌曲《黑白配》，以
紀念夫妻恩愛之情。
此系列用上萬希泉巧手製作的陀飛輪機芯，提供每
小時 28800 次振頻。為了讓愛表同好都能滿足視覺饗
宴，用上傳統的手動上鏈機芯，動力儲存達40小時。

債殖利率升高等不確定性也引發市場疑慮，全球股

股加權指數則是以單周3.41%漲幅，在
亞股中表現格外亮眼。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經理人
謝佳伶表示在疫情趨緩、疫苗接種有
望加速等利多加持下，農曆春節期間
歐美股市大致表現正向，美股也再次
創下新高，後雖因不同雜音影響及漲
多拉回壓力出現震盪，但未影響原本
成長的態勢。觀察今年年初至 2 月中
止，美股主要指數仍穩步向上，包括
道瓊、標普及納斯達克分別有 3.1%至
7.7%的漲幅，科技為主的費半指數更
是上漲了約15.46%之譜，勢頭仍在。

2.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
UCk71VdEOS6qI9GmmfCpHk7w

每月不同活動推廣可持續時尚
「時尚高峰（香港）2021」於未來數月將陸續舉辦
各種不同的活動，3 月份將參與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
的「國際採購匯 2021」虛擬展覽，4 月份將舉行網上
課堂，教導如何選擇可持續時尚的材料及產品、認識
及閱讀服裝標籤等。5 月份將與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
分會合作，舉辦戶外學習導賞團。
更多「時尚高峰（香港）2021」各活動詳情，可留
意 網 站 https://www.fashionsummit.hk 及 社 交 媒 體
Fashion Summit HK的公布。

■「天然紮染工作坊」導師張駿霖將講解如何化廚餘為染
料，為日常衣物創造色彩世界。

「關愛迎春福袋送暖到荃灣」活動成功舉辦
日前，由香港崑崙仙宗道院主辨，香港
普寧同鄉聯誼會及立法會議員陳恆鑌協辨
舉行的「關愛迎春福袋送暖到荃灣」活
動，在嚴冬「疫」境之中送暖到荃灣，派
發福袋予弱勢社群及街坊老友記。
出席派福袋活動的有陳恆鑌，香港崑崙
仙宗道院會長謝浪及陳少洪，香港普寧同
鄉聯誼會會長許義良，常務副會長羅松
亮，副會長陳少洪、陳仕溢、曾祥裕，秘
書長陳榮欣，總務主任王文生，財務主任

張順華，常務會董陳偉豪，婦委副主任黃
迪華、翁少蓮及會董陳嬋慧等。
有份統籌是次活動的許義良表示，新冠
肺炎疫情一直反覆，給大家的工作、生活
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和困難。該會一向本着
愛國愛港愛鄉之心，時刻關注社群需要。
是次通過派發防疫用品及蝦子麵食等，希
望為有需要的人士送上一份關懷，一份祝
福，並為社會傳遞愛心和正能量。大家同
舟共濟，必能眾志成城，共克時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