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11月23日-26日)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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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無重要數據公布

美國

日本

美國

澳洲

美國

歐盟

香港時間

10:00 PM

7:50 AM

8:30 PM

10:00 PM

9:30 AM

8:30 PM

6:00 PM

報告

十一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十月份企業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十月份耐用品訂單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修訂)

十月份個人收入

十月份個人開支

十月份新屋銷售 (單位)

十一月份密歇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十一月份失業率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十一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十一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十一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預測

96.5

-

+ 0.8%

+ 33.1%

0.0%

+ 0.3%

97.7 萬

77.0

-

73.5 萬

-

-

-

上次

100.9

+ 1.3%

+ 1.9%

+ 33.1%

+ 0.9%

+ 1.4%

95.9 萬

77.0

7.0%

74.2 萬

90.9

- 15.5

- 9.6

金價跌至近月低位 留意S金購18103

B6 新聞財
經

■責任編輯：馬 曉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2323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0年11月23日（星期一）

2020年11月23日（星期一）

投資理財

動向輪證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董事朱紅

近周恒指缺乏方向，恒指持續在26,000
點至26,700點中間窄幅上落，恒指暫時守
住10天線26,300點，但成交減少至1,300
億元左右。恒指上一個高位在7月7日的
26,782點。如果看好恒指，可留意恒指牛
證(52629)，收回價25,900點，2023年2月
到期，實際槓桿43倍。如果看淡恒指，可
留意恒指熊證(54103)，收回價 27,000，
2021年2月到期，實際槓桿37倍。

騰訊反彈 看好留意購證14111
騰訊(0700)入股網上課程平台Udemy，成
為其最新一輪私募融資的牽頭投資者。騰訊
股價反彈約3%至590元，即市資金偏向流
入騰訊淡倉。如看好騰訊，可留意騰訊認購
證(14111)，行使價700.5元，2021年2月到

期，實際槓桿9倍。如看淡騰訊，可留意騰
訊認沽證（11503），行使價514.5元，
2021年1月到期，實際槓桿13倍。
內媒引述消息指，京東(9618)旗下的京東

健康已開始為期逾一星期的上市前投資者
路演，目標集資40億美元，較早前傳出的
30億美元增加逾33%。京東股價繼續在
330元附近窄幅上落，如看好京東，可留意
京東認購證(16890)，行使價439.088元，
2021年3月到期，實際槓桿7倍。如看淡京
東，可留意京東認沽證(18208)，行使價
273.68元，2021年6月到期，實際槓桿3
倍。
國際金價近日波幅擴闊，再度跌至近月

低位每盎司1,860美元附近，資金開始流入
黃金相關產品的好倉。如看好S金(2840)，
可留意S金認購證(18103)，行使價1,616.66
元，2021年11月到期，實際槓桿5倍。或

者可留意S金認購證(19732)，行使價1,588
元，2021年4月到期，實際槓桿9倍。

國策提振 吉利18460購證可吼
繼早前國務院發布《新能源汽車產業發

展規劃（2021-2035年）》之後，日前國務
院又發布穩定及擴大汽車消費政策，目標
以農村汽車市場為主。吉利（0175）股價
創新高23.6元，如看好吉利，可留意新上
市的吉利認購證(18460)，行使價26.93元，
2021年5月到期。如看好比亞迪(1211)，可
留意比迪認購證(16483)，行使價 228.88
元，2021年5月到期，實際槓桿3倍。
本資料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持牌人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司(「本公
司」)發出，其內容僅供參考，惟不保證該
等資料絕對正確，亦不對由於任何資料不
準確或遺漏所引起之損失負上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中新社消息，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務
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
「金融委」）主任劉鶴前日（21日）
主持召開金融委第四十三次會議，研
究規範債券市場發展、維護債券市場
穩定工作。金融委成員單位有關負責
人參加會議。
會議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度
重視資本市場健康可持續發展。我國
債券市場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服務實
體經濟功能持續增強，市場整體穩健

運行。近期違約個案有所增加，是周
期性、體制性、行為性因素相互疊加
的結果。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原
則，處理好促發展與防風險的關係，
推動債券市場持續健康發展。
會議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切

實履行責任。金融監管部門和地方政
府要從大局出發，按照全面依法治國
要求，堅決維護法制權威，落實監管
責任和屬地責任，督促各類市場主體
嚴格履行主體責任，建立良好的地方

金融生態和信用環境。二是秉持「零
容忍」態度，維護市場公平和秩序。
要依法嚴肅查處欺詐發行、虛假信息
披露、惡意轉移資產、挪用發行資金
等各類違法違規行為，嚴厲處罰各種
「逃廢債」行為，保護投資人合法權
益。

加強自律監督 強化市場約束
三是加強行業自律和監督，強化市

場約束機制。發債企業及其股東、金
融機構、中介機構等各類市場主體必

須嚴守法律法規和市場規則，堅持職
業操守，勤勉盡責，誠實守信，切實
防範道德風險。
四是加強部門協調合作。健全風險
預防、發現、預警、處置機制，加強
風險隱患摸底排查，保持流動性合理
充裕，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
底線。五是繼續深化改革。要深化債
券市場改革，建立健全市場制度，完
善市場結構，豐富產品服務。要深化
國有企業改革，提升運行的質量和
效率。

據彭博資訊，美國實際殖利率為負
將對美元構成壓力，意味着日圓

可能會短暫突破1美元兌100日圓水
平。這部分取決於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
以及世界貿易的增長。ING預測，美元
兌日圓在2021年四季度達到102.0日
圓，目前報103.81日圓。如果英國與歐
盟達成「瘦身版」貿易協議，應該會給
英鎊帶來一些支撐，英鎊應該也能伴隨
美元廣泛走軟而上漲。ING預計英鎊兌
美元在 2021 年第四季度達到 1.42 美
元，當前報1.3288。

歐元匯價料升至1.25美元
ING表示，歐洲經濟前景嚴峻，但歐

元應該會受到美元走軟的支撐。歐元區
實際利率應該會持穩，美國實際利率為
負的程度將加深。
該行預計歐元兌美元明年將升至1.25

美元或更高，如果歐洲央行不採取大規
模量化寬鬆或降息，就幾乎無法遏制歐
元漲勢。

貨幣政策穩定利人民幣升值
ING又預期，2021年將有利於新興

市場，因為美聯儲的再通脹政策將促
使投資者轉向其他市場。該行認為，
由於中國央行對人民幣升值的容忍，
如果市場化進程持續，美元兌在岸人
民幣應該會在2021年底之前觸及6.30
元。拜登出任美國總統，內地從疫情
中復甦，貨幣政策穩定，都是利好人
民幣升值的因素；目前報1美元兌6.56
元左右。
對新興市場偏好上升，也會提振韓

圜。另外，ING還預期，斯堪的納維亞
貨幣將「在復甦題材中領跑」；美元將
在2021年成為主要融資貨幣。

摩根大通分析師亦預測，由於美國感
染新冠病毒人數以空前的速度上升，導
致多州對企業及人們的活動施加限制，
美國經濟將在下個季度萎縮。
摩通在上周五的《2021 年美國展

望》報告中稱，預計明年一季度美國經
濟折合年率萎縮1%。在此之前，預計
第四季度增長2.8%，官方數據顯示第
三季度成長了33.1%。
報告指出，儘管美國經濟挺過了7月
份的大風大浪，那時候是有經濟重啟提
供的強大動力，但現在經濟已經失去了
這個有利因素，而面臨着防疫限制增多
所帶來的阻力。

疫情反彈 美國經濟或陷停頓
彭博報道稱，美國經濟復甦總體上強

於預期，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政府刺
激計劃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行動。但

是，新冠肺炎住院和死亡人數正在上
升，僅上周就增加了100多萬確診病
例。與此同時，儘管美國財長姆努欽試
圖推動談判重啟，但美國會圍繞新一輪
刺激措施的談判仍然深陷僵局。報道
說，如果不延長相關計劃，數千萬美國
人將在年底失去失業救濟。
預測美國經濟萎縮的不只有摩根大

通。彭博經濟學家預期美國第一季度
GDP折合年率萎縮0.5%。達拉斯聯儲
銀行行長Robert Kaplan稱，隨着疫情
反彈，美國經濟增長將陷入「停頓」，
未來幾個月「極具挑戰」。
不過新冠疫苗方面的好消息有利於美

國經濟，增強了摩根大通對美國明年
二三季度經濟將強勁增長的信心。分析
師還預計，華府將不晚於一季度末出台
1萬億美元的財政支持，從而進一步支
持隨後兩個季度的強勁增長。

全球市場氣氛普遍謹慎，對疫情反撲的
憂慮和對疫苗研發的希望令市場展開拉
鋸，美聯儲寬鬆政策預期加上美國恢復刺
激計劃磋商的消息，促使美元上周下跌；
但臨近周末時，財長姆努欽告知美聯儲返
還疫情救援計劃中尚未動用的資金，又令
美元跌勢稍緩。本周，多個主要國家將會
公布GDP、CPI和PMI數據，此外，還有
美聯儲會議記錄、新西蘭央行利率決定以
及多位央行官員講話值得關注，以研判央
行政策前景。
倫敦黃金上周稍見承壓，對新型冠狀病

毒疫苗研發進展的樂觀情緒，削弱了黃金
的吸引力。技術圖表所見，近日金價大致
處於區間上落，亦即陷入待變格局。向上
卻可見金價亦同樣正受制於1,900關口，
若後市終可闖過1,900關口，料可望金價

初步完成築底，延伸目標看至1,922以至
1,932 美元，進一步看至 1,950。另一邊
廂，向下金價則約在1,850附近水平獲見
支撐，就如上周四金價低位見至1,851美
元，需留意倘若後市見顯著跌破，料將見
金價開展新一波跌勢，延伸下方支持會看
至1,842及1,826美元，關鍵料為1,800美
元關口。

白銀阻力位料於24.60美元
倫敦白銀方面，圖表見銀價11月9日跌

見至23.56美元後，則維持於此區上方窄
幅爭持，上周四亦僅跌見至23.60，故此區
亦會視為支持參考，而上月底低位22.56
以至9月低位21.64則為另一關鍵參考，需
留意若銀價失守此區或會引伸一浪下跌；
下一級支撐看至20美元關口。至於當前阻
力位則預估為24.60及25.10美元，進一步
看至26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越秀地產
(0123)公布，於2020年11月22日，公司
附屬公司越秀康養及靜頤投資、廣州越秀
附屬公司廣州越秀資本及廣州越秀投資管
理以及國企創新基金已訂立有關成立合夥
基金的合夥協議。各訂約方對合夥基金註
冊資本的承諾投資總額為5億元人民幣，
其中預計到2020年12月31日將作出2.85
億元人民幣的初始出資為收購潛在目標的
權益提供資金。
越秀康養作為有限合夥人及靜頤投資作

為共同普通合夥人已同意分別認購合夥基
金註冊資本的54.8%及0.2%。成立合夥
基金的主要目的是投資或收購養老領域的
項目或公司。

保利協鑫子企賣資產償債
另外，保利協鑫能源(3800)昨公布，於

2020年11月20日交易時段結束後，公司
的間接附屬公司蘇州保利協鑫及公司附屬
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振發新能源作為賣
方、湖南新華及珈偉上海作為買方及江蘇
振發控股作為振發新能源的擔保人訂立購
股協議。根據購股協議，公司間接附屬公
司蘇州保利協鑫同意出售寧夏慶陽的51%
股權；振發新能源同意分別向湖南新華及
珈偉上海出售寧夏慶陽的29%及20%股
權；及賣方同意向買方授出認沽期權。該
等交易所得現金款項淨額預計約為
1.97534億元人民幣，公司擬用於償還債
務，估計集團就出售事項將錄得淨收益約
3,386.2萬元人民幣。

美復甦無期 美元明年料最多跌10%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美國抗疫無

方，以致疫情反覆令經濟復甦無

期，大行紛紛睇淡美國經濟及美元

前景。其中，ING預計明年美元兌

多數貨幣將貶值5%至10%，並在

交易員轉向新興市場追求收益的過

程中成為主要融資貨幣；人民幣則

料升至1美元兌6.30元；斯堪的納

維亞貨幣將領漲，歐元區儘管經濟

成長前景欠佳，歐元料仍將隨着美

元廣泛走軟而上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金融委：嚴厲處罰「逃廢債」行為

疫苗面世在即 金價料區間爭持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雖然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工廈物業交投宗數較以往有所減少，
惟優質的工廈單位仍獲市場追捧。美聯工商區域營
業董事鄒永堅昨表示，集團近日促成觀塘駿業街
46號5樓01及02室單位成交，面積分別約768及
802方呎，成交價約729.5萬元及754.7萬元，折合
呎價約9,498元及9,410元。發展商同時透露，現時
與多個全層客戶積極洽談中。
駿業街46號屬全港首幢5G智能大廈，樓高14
層，每戶均設獨立洗手間，本輪推出的單位面積介
乎387至811方呎，折合呎價由8,813元起。鄒氏
指，5G流動訊號覆蓋整幢大廈，加上提供智能管
家及禮賓服務，適合電競、金融數據分析業及各種
創科行業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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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座「5G智廈」獲垂青

■ 歐洲經
濟 前 景 嚴
峻，但歐元
料將受到美
元走軟的支
撐。
資料圖片

■ 圖為觀
塘駿業街
46號。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11月16日-20日)

日期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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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無重要數據公布

美國

日本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美國

德國

英國

香港時間

8:30 PM

9:15 PM

10:00 PM
7:50 AM
6:00 PM

5:30 PM

8:30 PM
9:30 AM
8:30 PM

10:00 PM

3:00 PM

5:30 PM

報告

十月份入口物價指數(減除能源)
十月份零售額
十月份工業生產
十月份設備使用率
九月份商業存貨

十月份貿易盈餘 (日圓)
十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十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十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
十月份建屋動工 (單位)

十月份失業率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十月份二手房屋銷售 (單位)

十月份領先指標
十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十月份零售額#
十月份公共財政赤字 (英鎊)

結果

+ 0.1%
+ 0.3%
+ 1.1%
72.8

+ 0.7%
8729.0億
- 0.3%
+ 0.9%
- 1.4%
153.0萬

-
74.2萬
685萬
+ 0.7%
- 0.7%
+ 5.8%
183.22億

上次

+ 0.5%
+ 1.6%
- 0.4%
72.0
+ 0.3%
6749.8億
- 0.3%
+ 0.7%
- 1.7%
143.9萬

71.1萬
657萬
+ 0.7%
- 1.0%
+ 4.8%
211.79億

R
R
R
R

R
R

R
R

R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