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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走高至1.4300美元水

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825美元水

平。

美債收益率上升 市場「復甦」利亞股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近日美國債券收益率上升，擴張和規模與過往相比稱不

上異常，而鑑於美聯儲已經實施了新的平均通脹目標，預

期較低的利率會持續更長的時間，成為市場交易「復甦」

的起點，而亞洲股市應從這投資周期中更大地受惠。

●景順亞太區（日本除外）環球市場策略師 趙耀庭

樂觀情緒持續 避險貨幣承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沃爾沃吉利汽車達成合併方案

● 沃爾沃和吉利汽
車以股權合併形式
將動力總成業務合
併成立新公司，重
點開發新一代雙電
機混合動力系統和
高效內燃發動機。

資料圖片

沃爾沃汽車和吉利汽車控股（0175.HK）

昨晚宣布在保持現有獨立公司架構基礎上

合併。雙方將動力總成業務合併成立新公

司，重點開發新一代雙電機混合動力系統和

高效內燃發動機；將基於各自已有的研發成

果和經驗，共同開發全球領先的高度自動駕

駛解決方案。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表

示，全球汽車產業正在面臨深刻變革，必須

尋求開放協同，合縱連橫。

英鎊兌美元上周尾段持穩1.3950美元
水平走勢轉強，向上衝破1.4000美元關
位，本周早段擴大升幅，周三曾上揚至
1.4240美元附近約3年高位。英國首相
約翰遜本周宣布將於下月8日開始，分4
階段放鬆防疫措施，並於6月21日解除
全部防疫封鎖，反映英國經濟活動將於
下半年加速復甦，消息對英鎊構成支
持。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周二晚的發
言未有改變施行超寬鬆貨幣政策的立
場，美元指數表現偏軟，連日徘徊90.00
關位附近6周低位，英鎊周三擴大升幅
至1.42美元水平。
另一方面，英國本周二公布去年10月

份至12月份期間的失業率上升至5.1%近
5年來高點，進一步高於9月份至11月份
期間的5%水平，反映就業市場表現趨於
不振。此外，英國上周五公布的1月份
零售銷售值按年下跌7.2%，按月亦下跌
7.8%，較12月份的0.4%按月升幅明顯
轉弱，該些數據均不利英國首季經濟的
開端表現，不過英國推行大規模新冠疫

苖接種計劃，經濟有機會在第2季逐漸
改善。隨着歐元兌英鎊交叉盤周三曾下
跌至0.8540附近1年低位，而英鎊兌日
圓交叉盤更一度向上觸及150水平近3年
高位，顯示英鎊交叉盤持續轉強，預料
英鎊將反覆走高至1.4300美元水平。

金價料有力再上
周二紐約4月期金收報1,805.90美元，

較上日下跌2.5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早
段連日受制1,812至1,816美元之間的阻
力，升幅稍為放緩，周三大部分時間徘
徊1,803至1,813美元之間。美國聯儲局
主席鮑威爾的發言有淡化通脹上行風險
的傾向，顯示聯儲局不會輕易削減寬鬆力
度，加上美國總統拜登的1.9萬億美元救
助經濟計劃持續抑制美元指數表現，預料
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825美元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深圳報
道）昨日發表的最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提及加碼對中小企業的扶持，有在
內地的港企表示，希望政府對企業扶
持能夠覆蓋到大灣區內地港企，港企
在內地項目也能享受到政府資金的補
貼。

盼可遠程申請款項
香港鞋業商會張煒傑博士稱，「內

地港資項目與本港和海外項目一樣，
承擔着為香港解決就業的任務。現在
越來越多港人北上來到大灣區就業，
首選仍然是港資企業。所以未來希望
內地項目也能享受到政府資金的補
貼。這樣有利於港企轉型，在同行業
內提升競爭力。」此外，因目前通關
尚未正常化，很多港商來往內地與香
港並不便利。他補充，「在操作層面
上，如果能夠遠程申請，遞交電子資
料。資金能夠方便過境就更好了。」
香港EJJ珠寶設計公司創始人邵燕

寧表示，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
加大了對初創的融資支援，在現在外
圍經濟情況較不穩定的情況下，這是
對初創公司的一支強心針，讓香港創
業的青年更願意去投放自己的資源、
時間，一起攜手令香港整體的科創環
境不斷進步，提升競爭力及與大灣區
接軌。此外，還有對中小企業的扶
持。她稱，中小企在疫情下也很艱
難，同時也要面對重重的困難，當中
包括昂貴的租金及發放員工工資，政
府之前已經推出兩輪百分百計劃（編
按：指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百
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現在由12
個月再加碼至18個月的租金及工資
貸款，這可大大幫助增加中小企公司
的流動資金，同時與員工一起度過艱
難時期，失業率可望平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此前還呈現蹺蹺板效應的抱團股與
順周期板塊昨日聯手殺跌，令A股亂了
陣腳。創業板指盤中一度狂瀉4%，收
市時仍跌3.37%；滬綜指低收1.99%，
深成指下行2.44%。兩市共成交10,639
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金淨流
出6.7億元。分析人士指出，港股大幅
插水、外資流入勢頭放緩、隔夜海外股
市波動加大等原因導致A股走弱，但市
場短期仍屬良性調整。

貴州茅台為首的抱團股全線暴跌，貴
州茅台盤中挫6%，最終收跌5.11%，
報2,189元。寧德時代盤中跌近10%，
最終低收7.85%。前日還漲停的科大訊
飛收市瀉9.87%。行業板塊中，釀酒行
業挫3%，瀘州老窖跌停；化纖、鋼
鐵、石油、貴金屬、有色金屬等板塊跌
約2%。旅遊、多元金融、文化傳媒、
電子信息、國際貿易等板塊逆市漲超
1%。據貓眼電影數據，截至昨日15時
40分，2月內地票房達111.64億元，不

但創造中國電影市場單月票房新紀錄，
亦刷新全球單一市場單月票房紀錄。影
視股表現各異，光線傳媒升7%，萬達
電影跌4%，北京文化低收1%。

分析：屬良性調整
方正分析，A股下跌主要有三方面原
因：一是香港政府計劃上調股票印花
稅，受此影響港股插水，南下資金大幅
流出；二是近期美債收益率由節前的
1.15%上行至當前的1.37%，致外資流

入勢頭放緩，A股龍頭估值回調壓力加
大；三是隔夜海外股市波動加大，美股
納指一度跌近4%，表明市場利率上行
對美股估值有階段性抑制作用。A股市
場短期屬良性調整，是邊打邊撤的階
段，而非全面撤退，配置上關注順周期
相關板塊以及政策預期明確的軍工、科
技等板塊。
方正策略認為，短期市場擔憂的重心

在於海外流動性的變化，但美聯儲主席
鮑威爾已重申寬鬆立場。

市場情緒惡化 創指挫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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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比去年8
月的新低上升了約85個基點，但仍

較2020年初低60個基點，亦比2018年底
的高點低近200個基點。簡而言之，擴張
和規模與過往相比稱不上異常。
隨着投資者評估各國央行是否將開始採

取新的利率政策，以及更高的折現率對股
票的影響，收益率上升無疑將暫緩亞洲和
世界其他地區的股市上漲。但是，近年也
有美國國債上漲與亞洲牛市反彈同時發生
的情況出現，例如在2016-2017年。

今次情況也包括新的貨幣政策轉變，投
資者應將其一併考慮。美聯儲已經實施了
新的平均通脹目標，表明即使通脹超過理
想的2%目標，央行也將保持低利率。

通縮風險正消退
筆者一直在密切關注的是區內通脹率上

升及其對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和風險資產
的影響，而不是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最
近的油價上漲令投資者存在憂慮，縱使許
多亞洲淨石油進口國來說情況仍然可控。

同時，由於工業生產價格上漲，中國的生
產者價格指數（PPI）最近有所上升。然
而，筆者仍然認為一些蓄成及短期的通脹
壓力是一件正面的事情，這表明通縮風險
正在消退。

美股亞洲股或調整
考慮到近期的股市上漲幅度大，美國和

亞洲股市都有可能出現一段調整期。儘管
美聯儲改變政策的可能性近乎零，但筆者
不會完全排除通脹「恐慌」的可能性。
市場參與者可以預期較低的利率會持續

更長的時間，這是筆者一直認為市場交易
「復甦」的起點，當中也包括適度向上的
收益率曲線、美元走弱、商品價格走強、
公司信貸相對於政府債券的表現較好、以
及股票市場表現突出。亞洲經濟相對於其
他地區而言周期性更強，亞洲股市應從這
投資周期中更大地受惠。

英國逐步解除防疫封鎖 英鎊轉強
動向金匯

馮強

●內地港商普遍希望內地項目也能便利地享受
到政府財政補貼。 記者何花攝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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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GFK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負14.3，前值負15.6
1月M3貨幣供給年率，預測+12.5%，前值+12.3%
2月經濟景氣指數，預測92.0，前值91.5
2月工業景氣指數，預測負4.5，前值負5.9
2月服務業景氣指數，預測負18.5，前值負17.8
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負14.8，前值負14.8
2月消費者通脹預期指數，前值15.4
2月生產者通脹預期指數，前值4.9
1月耐用品訂單月率，預測+1.1%，前值+0.5%
1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月率，預測+0.7%，前值+1.1%
1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月率，前值+0.8%
1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財訂單，預測+0.7%，前值+0.7%
第四季GDP環比年率修正值，預測+4.2%，前值+4.0%
第四季GDP最終銷售修正值，前值+3.0%
第四季GDP消費者支出修正值，前值+2.5%
第四季GDP隱性平減指數修正值，預測+2.0%，前值+1.9%
第四季核心PCE)正值，預測+1.4%，前值+1.4%
第四季PCE物價指數修正值，前值+1.5%
初請失業金人數(2月20日當周)，預測83.8萬，前值86.1萬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2月20日當周)，前值83.325萬
續請失業金人數(2月13日當周)，預測446.7萬，前值449.4萬
1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指數，前值125.5
1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指數月率，預測+0.0%，前值-0.3%

美元維持在近期低位徘徊，再通脹
交易周三主導市場。資金從美元、瑞
郎、日圓等避險貨幣流出，流向那些
預料將受惠於全球貿易升溫、以及更
快走出疫情復甦的貨幣。美國聯邦儲
備理事會主席鮑威爾周二重申美國利
率仍將維持低位，美聯儲將持續購債
以支撐美國經濟。此外，鮑威爾反駁
了寬鬆貨幣政策將導致通脹失控及金
融泡沫的說法，通脹升高與金融泡沫
成為市場今年的兩大擔憂，因為對全
球股市快速上漲的疑慮逐漸升溫。
美元兌日圓走勢，自去年10月以
來，匯價多次在106關口遇阻，在上周
再次受制後，一直回落至本周二才稍
作回穩，並帶動RSI及隨機指數重新
回升，可望美元兌日圓將告走穩。估
計支持位將回看100天平均線104.35
及103.30水平，下一級看至年初連日
守穩的102.50水平。至於上方阻力繼
續留意106關口。另外，以自去年6月
起始的累計跌幅計算，50%及61.8%的
反彈幅度將為106.20及107.10水平。

較大阻力參考去年7月高位108.16。
歐元兌日圓走勢，近日匯價持穩於

10天平均線上方走高，並帶動RSI及
隨機指數維持向上，料預期短期歐元
兌日圓仍有探高傾向。上望阻力先將
看至129.40以至130關口。不過，亦
要留意目前位於127.75的 10天平均
線，倘若後市失守此區，料將加劇回
調壓力。以自去年11月起始的累計漲
幅計算， 38.2%的回調幅度看至
126.05，50%及61.8%的幅度則會看至
125.15及124.35水平。

歐元兌英鎊有下試風險
歐元兌英鎊方面，匯價自上月中旬

失守0.90關口之後，則一直受壓於10
天平均線而持續下探。技術圖表見RSI
及隨機指數仍告向下，預料歐元兌英
鎊仍有下試風險。去年11月歐元兌英
鎊分別觸低於0.8856及0.8863，若匯價
未有回返此區上方，料見匯價仍傾向繼
續下行。下方關鍵指向0.85關口，暫見
周三險守於此區上方，進一步支撐將看
至去年2月低位0.8278。至於上方較大
阻力位預估在0.8920及0.90關口。

沃爾沃和吉利汽車雙方會保持現有
獨立公司架構，同時繼續拓展合

作領域，在汽車新四化（電氣化、智能
化、網聯化、共享化）方面深化合作，
在動力總成、三電技術、高度自動駕駛
等業務領域進行合併及協作。

保持現有獨立公司架構
雙方以股權合併形式將動力總成業務
合併成立新公司，重點開發新一代雙電
機混合動力系統和高效內燃發動機。除
了繼續向雙方供貨外，還向第三方汽車
公司提供產品和服務。新公司計劃在年

底之前投入運營。
另外，在智能電動汽車領域，在目前

共享SEA浩瀚、SPA2電動車架構基礎
上，雙方已啟動下一代純電專屬模塊化
架構的聯合開發，沃爾沃、吉利及領
克、極星品牌都可共享該架構；雙方還
將在三電和智能網聯方面實現技術共
享，共用電池包和電驅系統，並通過聯
合採購降低成本。

聯合開發電動汽車
在自動駕駛方面，雙方將基於各自

已有的研發成果和經驗，由沃爾沃汽

車旗下自動駕駛軟件技術開發公司Ze-
nseact牽頭，共同開發全球領先的高度
自動駕駛解決方案。雙方還將持續深
化在銷售渠道和售後服務領域的協
同，實現資源互補。雙方合資打造的
領克汽車去年底已正式宣布進入歐
洲，領克將利用沃爾沃汽車的海外渠
道資源拓展全球。
吉利控股稱，通過此舉，雙方的現有
利益相關方和潛在投資者能夠分別評估
兩家公司的戰略、業績、財務風險及回
報，做出更靈活有效的投資決策。沃爾
沃汽車未來可以有機會探索資本市場的

各種方案選項。
李書福表示，當下全球汽車產業正

在面臨深刻變革，因此必須尋求開放
協同，合縱連橫。此次吉利汽車與沃
爾沃汽車進一步整合業務，建立更緊
密的協同關係，能達到最佳合併效
果。
為推進合作，吉利汽車與沃爾沃將建

立全新協調管理機制，確保各項目高效
順利開展。沃爾沃成立於1927年，2020
財年營業利潤為85億瑞典克朗（2019年
為143億瑞典克朗）。2020年全年全球
銷量661,713輛汽車，按年下降6.2％。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杭州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