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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居樂逾 億奪無錫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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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國債若「入富」或吸資1400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昨報道，中國國債預計將被納入一個主要
全球指數，高盛估計，這可能會額外吸引 1,400 億美元資金流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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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債券，在中國開放資本市場之際可能進一步提振人民幣匯率。

市場觀察人士預計，指數提供商富時羅
素(FTSE Russell)在本月的年度評估

中，將同意把中國債券納入富時世界國債指
數(WGBI)。 高盛分析師 Danny Suwanapruti 和 Maggie Wei 在昨日的一份報告中說，
根據估計中國國債佔指數權重 5.7%以及假
設追蹤 WGBI 的管理資產規模約為 2.5 萬億
美元，得出 1,400 億美元的預測流入規模。
假設納入過程分階段在 20 個月完成，每月

的流入總額可能在70億美元左右。

若成事料月吸70億美元
報告指，從資金流動的角度來看，富時
可能是最具影響力的指數，因為追蹤該指數
的管理資產規模龐大，報告同時指出，它的
投資者基礎非常被動，只包括政府債券。
渣打此前預測，中國在此次評估中被納
入WGBI的可能性有80%。

■ 據外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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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雅居
樂 （3383） 昨 宣 布 以
總代價 21.4 億元人民
幣取得無錫市一幅住宅
地塊。地塊佔地面積約
9 萬平方米， 預計總建
築面積約 16.1 萬平方
米 ，樓 面地價約每平
方米13,240元人民幣。

高鐵沿線交通便利
地塊位於無錫市新吳
區江溪街道與旺莊街道
交界處，緊鄰新吳核心
區 ，交通網絡發達 ，
15分鐘車程到達京滬高
鐵無錫東站或滬寧高鐵
無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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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風格「內力」日漸彰顯

馮強

富達國際全球資產管理首席投資官 Andrew McCaffery 指：「每股盈利（EPS）的增加是近月市場增長
的主要動力，尤其是集中在美國五大科技股的表現上。總體而言，他們一反過往的季節性趨勢，推升了美

歐元跌幅料放緩

股，市場上漲幅度更是自 1984 年以來從未於 8 月份見過的。然而，在這表象之下，投資風格對市場內其

投資攻略

他股份的影響更大，價值型股份合計的每股盈利按年下跌 50%，增長型股份合計的每股盈利則下跌
15%。美國市場與環球其他市場的每股盈利跌幅也出現不同步的情況，美股的每股盈利按年約下跌三分之
一，其他市場則下跌 50%。」

中小型股份投資機遇廣闊
「投資風格仍然是我們選股的一個重要因
素，同時我們對股份市值大小的關注程度相對
下降。鑑於在 3 月的大跌市中，市場傾向選擇
大型、流通量較高的股份。對於關注資產負債
表、增長軌跡及估值等關鍵指標的投資者而
言，目前在小型及中型股份中已出現廣泛的投
資機遇。
現時市場龍頭股選擇愈來愈小，擴闊投資目
標至中小型股份，將有助投資者多元化投資組
合，尤其是對那些偏好增長的投資者。這也有
助投資者免於落入如在部分銀行股及地產股出
現的價值陷阱，並可保存實力，以捕捉部分行
業股持續下跌時出現的投資機會，如在航空業

■富達國際

及飛機製造業。擁有強勁資產負債表的企業應
能度過這場危機，並在最後獲取更大的市場份
額。因此，我們最近在歐洲及亞洲市場發現的
投資機會較美國市場為多。」

貨幣政策料傾向回應市場
富 達 國 際 全 球 首 席 股 票 投 資 官 Romain
Boscher 補充：「儘管貨幣政策將保持寬鬆，但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全球央行年會（Jackson Hole ）發表的言論顯示，未來聯儲局的貨
幣政策取態將會傾向回應市場（reactive），多
於主動出擊（proactive）。這與現時政策高度
支撐經濟的取態一致。雖然我們仍不確定美國
可額外增加多少財政政策，但環球各地正朝向
專注提升國家韌性的發展方向。」

循環經濟或聚焦在岸發展
「美國市場短期將受美國大選左右，而中國
內地在被貿易衝突及疫情影響後，正持續改革
以提升國內市場的韌性及消費能力。作為減少
依賴出口及環球經濟計劃的一部分，中國內地
一直致力於促使供應鏈中的重要部分更接近中
國市場。」「從政府的角度而言，供應鏈的韌
性已成國家安全問題，而疫情在全球各地爆發
更讓各地醒覺，醫療設備及藥業的供應鏈韌性
尤其重要。儘管跨境活動持續，在貿易局勢緊
張的情況下，各地卻更加渴求快捷及安全的境
內供應。隨着愈來愈多國家研究如何實踐循環
經濟（circular economy），在岸發展或會成為
國家升級策略的一部分。

結果一旦未有作出加碼寬鬆行
動，同時聯儲局下周會議又依
然重申長時間把利率貼近零息
水平，則不排除歐元將再次處
於反覆上行走勢。
預料歐元將反覆重上 1.1900
美元水平。現貨金價本周初受
制 1,941 美 元 阻 力 後 走 勢 偏
軟，周二曾走低至 1,908 美元
水平近兩周低位。

歐元上周二受制 1.2010 美元
附近阻力後連日走勢偏弱，失
守 1.19 美元水平，本周二曾向
下逼近 1.1775 美元水平逾 1 周
低位。
歐洲央行本周四舉行政策會
議前，部分投資者憂慮歐洲央
行行長拉加德可能發出不利歐
元走勢的言論，歐元反而持續
回吐聯儲局公布新通脹政策後
的所有升幅。
雖然歐元區 8 月份通脹年率
呈現 0.2%跌幅，但歐元區第 3
季經濟有望顯著好轉之外，歐
盟已推出高達 7,500 億歐元的
復甦基金計劃，歐洲央行現階
段未必會急於進一步擴大其寬
鬆措施的規模，加上美國聯儲
局的貨幣政策不利美元表現，
該些因素將有助抑制歐元的回
吐幅度。

低息維持 金價1900關料獲支持
市場等候歐洲央行本周四政
策會議結果之際，歐元連日走
勢偏軟，美元指數過去 1 周持
續反彈，本周二更攀升至
93.43 水平逾兩周高點，暫時
抑制金價的反彈幅度，不過美
國聯儲局已明確長時間保持低
息政策，現貨金價現階段在
1,900 美元附近將仍有較大支
持。
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
1,910至1,960美元之間。

經濟好轉助抑制歐元回吐
若果歐洲央行本周四的會議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重上 1.1900 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 1,910 至 1,960 美元之間。

美元續走穩 紐元或捱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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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 出擊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元周二繼續走穩，美元兌日圓走強，受日本提前選
舉傳聞影響。據日本朝日新聞周二報道，日本內閣官房
長官菅義偉暗示，如果他成為下一任首相，可能會提前
舉行選舉。另外，投資者權衡歐洲央行本周稍晚若轉向
更寬鬆立場是否會打擊歐元，英鎊則延續因脫歐不確定
性而引發的跌勢，金融時報報道表明，英國可能立法推
翻英國退歐協議，促使歐盟發出警告，稱如果出現這種
情況，將不會達成協議，提升出現硬退歐的可能性。新
的協商將在周二於倫敦展開。在美元整體走穩的情況
下，澳元及紐元本周亦見處於承壓。

紐元支撐位料於0.6790
紐元兌美元走勢，技術圖表見RSI及隨機指數已在超
買區域已呈現回落跡象，而匯價近日亦受制於 200 天平
均線 0.6790 水平，可望紐元兌美元將有調整傾向。較
近支撐預估在 0.6650 以至 0.65 水平。倘若以自 3 月低位
0.5469 起 始 的 累 計 漲 幅 計 算 ， 38.2% 的 調 整 度 為

報業翹楚
王文漢 博士 MH

0.6275，擴展至 50%及 61.8%的幅度則會看至 0.6120 及
0.5965水平。上望較大阻力預估在 0.68水平，下一級看
至0.70關口。
日本經濟第二季陷入二戰之後最嚴重的衰退中，因新
冠疫情對企業的打擊比最初預想的要更大。周二公布的
修正數據顯示，日本 4-6 月當季國內生產總值(GDP)環
比年率為萎縮 28.1%，較最初估計的萎縮 27.8%更加疲
弱，且萎縮幅度為戰後之最。

美元兌日圓短線續承壓
美元兌日圓走勢，技術圖表見RSI及隨機指數已自超
買區域回落，示意着美元兌日圓短線尚有下試壓力。當
前先會留意 100 天平均線，在七月已見匯價多番向上受
制此區，目前 100 天平均線位於 106.85 水平，需慎防若
美元兌日圓本周仍未能突破此區，調整壓力將更為明
顯。下方支撐估計為近月險守着的 105 關口，關鍵仍會
矚目於 104 水平，進一步指向 3 月低位 101.17。至於較
大阻力位預估為108.20水平。
(以上專欄內容乃筆者個人專業意見，誠供讀者參
考；謹提醒讀者金融市場波動難料，務必小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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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士芬研究所
士昌置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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