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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回軟至1.250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720至1,750美元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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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重啟利好 英鎊短線料走穩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今年以來，外匯儲備逐月下降，1
月至3月分別減少59億美元、

270億美元和350億美元，非美元貨幣
貶值及資產價格變動是外匯儲備規模
下降的主要原因。

外儲降因多重擾動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新聞發言
人王春英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疫
苗進展、主要國家財政政策及貨幣政
策預期等因素影響，美元指數上漲，
主要國家債券價格有所下跌，全球股
市總體上漲。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變
化等因素綜合作用，外匯儲備規模下

降。
3月，美國經濟復甦好於預期，加之

1.9萬億美元刺激計劃獲得通過，通脹
預期下美債收益率持續上升，推動美
元不斷走高，當月美元指數上漲2.3%
創1年來新高。強勢美元令非美貨幣
普遍承壓，人民幣匯率結束自2020年
6月以來連續9個月升值的趨勢，轉而
貶值，全月貶值1.24%。不過相對於
美元指數2.3%的上漲幅度，人民幣貶
值幅度並不大。

人民幣短期料承壓
建設銀行金融市場部研究員李思琪

預計，推動長期美債收益率上行的動
因仍將持續，中美10年期國債利差收
窄，境外資金流入中國增持人民幣債
券的熱情降溫。總體看，受到美指走
強和複雜國際環境的影響，未來幾個
月人民幣可能面臨一定的貶值壓力。
預計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仍有上

行空間，甚至不排除在通脹預期不斷
強化的推動下，10年期美債收益率突
破2%。「從歷史上來看，美元走強的
時候往往伴隨資金從新興市場國家流
出，帶動新興貨幣走弱，金融市場出
現動盪。」建設銀行金融市場部匯率
交易團隊研究指出，美債收益率大幅

走高導致投資者拋售新興市場資產，
為應對資本外流和通脹壓力，3月以來
巴西、土耳其、俄羅斯等國已相繼實
施加息。根據華盛頓智庫機構國際金
融研究所的數據顯示，新興市場國家
的股票和債券市場3月開始出現資本
外流，這是去年10月以來的第一次。

黃金儲備續持平
人民銀行同時公布，3月末黃金儲備

為6,264萬盎司，連續19個月維持在
該水平；當月黃金儲備對應的美元價
值為環比減少 32.5 億至 1,059.3 億
美元。

外儲三連降 上月末減350億美元
國家外匯管理局昨發布，3月末

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為 31,700 億美

元，較 2 月末下降 350 億美元或

1.09%，降幅為2020年3月以來最

大。專家表示全球經濟復甦面臨不

確定性，加之國際匯價和各類資產

價格變化較大，中國外匯儲備規模

因此受到擾動。當前人民幣資產表

現出較大吸引力，國際收支平衡為

外匯儲備規模穩定提供了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
網站發表工作論文稱，從人民幣
定價權等角度出發，應適時建立
人民幣匯率期貨市場。論文指
出，「8．11」匯改後 CNY 對
CNH匯率的傳導作用大幅提升，
在岸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進一步
增強，但離岸的人民幣期貨價格
和人民幣NDF，對即期匯率的影
響更加顯著。論文的結論部分認
為，不斷完善人民幣在岸市場的
定價機制，研究各類匯率衍生品
對匯率形成作用，適時建立人民
幣匯率期貨市場，或引導境內相
關主體有效利用離岸期貨市場規
避匯率風險。
上海財經大學客座教授劉文財

認為，人民幣外匯期貨提供集
中、透明的價格，以及方便的交
易模式，可以有效降低企業的匯
率避險交易成本，這是目前場外
交易的遠期、掉期與期權不可比
的。

利降匯率避險交易成本
3 月末，國家外匯管理局在

2020年國際收支報告中表示，將
建設開放多元、功能健全的外匯
市場，支持金融機構推出更多適
應市場需求的外匯衍生品。今年
兩會期間，中證監原副主席姜洋
和中投公司原總經理屠光紹也聯
合署名提交兩會提案，建議按照
實需原則和風險中性原則，率先
在上海推出人民幣匯率期貨，以
人民幣兌美元期貨為起點推出在
岸場內外匯期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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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末中國
外匯儲備規模為
31,700 億 美
元，較2月末下
降350億美元或
1.09%，降幅為
2020 年 3 月以
來最大。

資料圖片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分析，美國總
統拜登繼1.9萬億美元紓困案

後，又將推出約2.3萬億美元基礎建
設計劃，加上亞洲出口及全球主要國
家的製造業指數持續復甦，激勵全球
股市歡聲雷動，過去一周全球股市盤
面主流重新回到科技、消費耐久財及
網絡通訊類股身上，顯現多頭可用之
兵眾多，而先前領漲的金融、工業或
公用事業類股漲多休息，並未出現太
大獲利調節賣壓，健康的類股輪動有

利全球股市多頭續揚，而投資人也逐
漸理解美債殖利率走揚背後反映的是
景氣及通膨預期回升，美債殖利率彈
升對股市的影響預期將逐漸鈍化。

投資聚焦三大方向
着眼今年是一個投資風格、類股與

區域輪動的投資環境，建議投資人建
構一個多元配置的投資組合以逸待
勞，現階段看好「雙收益-美國與新
興市場平衡、雙題材-創新成長+價值

補漲、雙核心-美亞股市」三大方
向，一來可分散單一產業或區域的投
資風險，二來能輕鬆掌握輪動節奏，
在景氣回升行情下追求財富穩健增值
的投資目標。
過去一周整體固定收益型ETF資

金淨流入78.1億美元，其中主要流入
美國固定收益型ETF 51.2億美元，
全球、新興市場及歐洲固定收益型
ETF亦有資金淨流入，分別流入9.9
億、7.1億及2.9億美元，而新興市場

當地貨幣固定收益型ETF則遭淨流出
3.4億美元；以投資信評類別觀察，
投資等級債近周獲資金淨流入39.9億
美元，高收益債ETF亦獲淨流入26.5
億美元。

公用事業板塊看好
富蘭克林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經理人愛德華．波克表
示，受惠景氣好轉的標的有望繼續在
2021年領漲，同時類股分歧的情形將
持續出現，預期經濟面好轉將反映在
股票估值上面，政策、金融體系充足
的流動性是支持股市重要因素，看好
公用事業，以及耐久財和通訊類股有
更具吸引力的評價面水平。（節錄）

美國三月ISM製造業指數升至64.7、創37年來新高，歐元區及日本製造業

指數創下近24年及兩年半最高，中國製造業及服務業指數升至51.9及56.3，

加上美國三月非農就業人口新增91.6萬人、創七個月來最大增長，失業率降

至6.0%之一年新低，景氣利多加以拜登政府提出約2.3萬億美元的基礎建設計劃，激勵全球股

市走揚。 ●富蘭克林投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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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加元本周初在1.2500附近獲得較大支
持，周二出現反彈，周三曾走高至1.2620附近
1周高位。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三公布1月份
GDP按月攀升0.7%，較12月份的0.1%增幅改
善，連續9個月呈現增長，並初步評估2月份
經濟按月將有接近0.5%增幅，符合加拿大央
行上月會議對首季經濟將為正增長的預期，數
據支持加元走勢，美元兌加元本周初曾向下逼
近1.2500水平兩周低位。美元指數上周三向上
觸及93.44水平逾4個月高點掉頭下跌，雖然
美國上周五公布3月份新增91.6萬個非農就業
職位，高於市場預期，但美國推出高逾兩萬億
美元的基建計劃，加上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
本周初受制1.745%水平便迅速回落至本周三
的1.628%水平逾1周低點，對美元走勢構成負
面，美元指數本周三反而進一步下跌至92.19
水平兩周低點，減輕加元下行壓力。預料美元
兌加元將反覆回軟至1.2500水平。

金價料區間上落
周二紐約6月期金收報1,743美元，較上日

升14.2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持穩1,721美
元，周二曾走高至1,745美元水平，周三偏
軟，一度回落至1,731美元附近。Markit本周
三把歐元區3月份綜合PMI終值上修至53.2水
平，高於初值的52.5，歐元向上逼近1.1900美
元水平兩周高位，抑制美元指數表現。預料現
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720至1,75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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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在本周出現較顯著回吐，美元
兌一籃子貨幣周三創兩周低點；美國
公債收益率脫離近期高點，同時市場
參與者等待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FED)會議記錄，以判斷美元的未來
走向。第一季美國公債收益率急升，
美元創出多年來的最大季度漲幅，因
市場益發預期美國經濟增長及通脹加
速，可能讓美聯儲不得不放棄維持近
零利率直到2024年的承諾；而本周
迄今債市已經企穩，10年期美債收
益率從3月底時的高點1.776%跌至周

三一度低見1.63%下方。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周二再次上調全球經濟
增長預期，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將增長
6%，是1970年代以來前所未見的增
幅，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以美國
為主的應對新冠疫情的空前規模公共
支出。美國貨幣市場價格顯示，目前
市場預期美聯儲將在2022年12月升
息25個基點。
英鎊兌美元方面，在快速疫苗接種

計劃的推動下，對英國經濟復甦的預
期幫助英鎊近兩周普遍走穩，但於本

周二英鎊又呈走軟，估計是在復活節
長周末結束投資者交易員返回市場獲
利了結所致。

支撐位料於1.3675區間
不過，隨着英國疫苗接種計劃的迅

速實施和新增感染人數的下降，英國
首相約翰遜周一證實，計劃在下周重
啟經濟，這或許在基本面可給予英鎊
支撐。而在技術面，圖表見近期英鎊
兌美元於100天平均線獲見支撐，目
前位於1.3675，隨着MACD指標上

破訊號線，若果英鎊可維持於此區上
方，料英鎊尚可延續走穩。上望阻力
先為1.3920及1.40關口，較大阻力則
預估在2018年1月及4月形成了兩個
頂部分別位於 1.4344 及 1.4376 水
平。
不過，亦要慎待若100天平均線失
守，料英鎊將見重陷跌勢。以自去年
9月起始的累計升幅計算，38.2%的
調整幅度在1.3640，50%及61.8%的
幅度將分別看至 1.3455 及 1.3265
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