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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疫苗加速接種為疫情降溫，以及主要國家
2021年4月9日（星期五）
大規模刺激政策帶動，全球經濟可望於今年度見
到強勁復甦。依據國際貨幣基金(IMF)四月份最新
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估自

1 月份預期的 5.5%進一步上修至 6%，將為 40 年來最高水平。

IMF 同時強調，當最終取消政策支持時，各國決策者應逐步縮
減支持，以避免斷崖式的大幅調整。

廣泛的經濟復甦將挹注各類型企
業獲利成長動能，推動市場充

●富蘭克林投顧

有望增加。債市方面，布局靠向中
短期券種，降低利率彈升風險，儘
管 2020 年成長、動能型股的表現優
於價值和景氣循環類股，但我們傾
向更有投資紀律的方法，評估各方
面的潛在影響，尋求低基期和參與
景氣復甦的成長契機。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市場月收益
基金經理人伽坦．賽加爾表示，新
興市場經濟已由倚賴商品輸出轉向
倚賴科技發展，透過領先的創新技
術進而改變整個新興市場的產業發
展模式。
數位創新尤為我們密切關注的趨
勢發展，這將有助我們尋得在技術
與創新方面具備獨特競爭優勢的
企，同時也關注能受惠於新興市場
消費滲透率提升與消費升級長期趨
勢的企業。
不過，較佳的現金流、強勁的財
務體質、資本效率提升與較低的循
環性等新興市場企業利基，都未能
完全反應在新興股市的股價表現
上，預期評價面優勢將會是未來驅
動新興股市表現的重要動能。

沛資金於各區域股市與類股之間輪
動，尤其去年表現較為受抑的金
融、能源、工業等價值型循環性股
票，可望持續領銜擔綱推動今年股
市表現要角。
此外，新興市場有為數眾多具備
全球競爭優勢的企業，但股價水平
相對成熟市場同儕明顯折價，預期
評價面優勢將吸引資金轉進。整體
而言，建議投資者可透過廣納不同
風格與區域的美國與新興市場雙收
益平衡型基金進行核心配置，掌握
多元投資機會。

金融與能源股較具吸引力

富蘭克林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
經理人愛德華．波克表示，美國大
規模刺激政策效益將逐步發酵，經
濟動能回升將帶動 2020 年表現落後
的類股有望在 2021 年前其領先市場
表現，我們認為金融與能源類股相
較科技股更具有評價面的吸引力，
但依舊看好科技和醫療產業的股利

美長債息回軟 日圓走勢偏強
金匯 動向

'

馮強
美元兌日圓上周三受制 111.00 阻力走勢偏
軟，本周早段失守 110.00 關位後跌幅擴大，
周四曾向下逼近 109.00 水平兩周低位。美國
聯儲局 3 月份會議記錄傾向維持寬鬆政策，
美 國 10 年 期 長 債 息 率 連 日 徘 徊 1.62% 至
1.67%之間，逐漸脫離上周二觸及的 1.776%
水平 14 個月高點，抑制美元兌日圓表現。隨
着美國周三公布 2 月份外貿赤字急速擴大至
711億美元紀錄新高，美元指數走勢偏軟。
日本央行本月初公布 3 月份短觀季報，大
型企穩景氣判斷指數回升至 5，較 12 月份的
負 10 顯著攀升，更是 1 年多以來再次回升至
正值水平，數據同時顯示日本中型及小型企
業的景氣判斷指數均較 12 月份顯著改善，
有助日本首季經濟表現，日圓連日回升。
此外，美元指數本周初失守 93 水平後跌幅
逐漸擴大，美元兌日圓迅速跟隨下跌，並回
吐 3 月下旬以來的大部分升幅，加上歐元兌
日圓交叉盤本周三受阻 130.70 水平後，已是
連續 3 周受制該主要阻力位，本周四更一度
回落至 129.65 水平，對日圓構成支持，預料
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低至108.20水平。
周三紐約 6 月期金收報 1,741.60 美元，較
上日下跌1.40美元。現貨金價周三持穩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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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水平，周四走勢偏強，一度重上 1,751
美元水平，收復過去 3 周以來的大部分跌
幅。

金價有力重返 1760 美元
雖然美國 3 月份非農就業數據表現強勁，
但美國最近兩周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卻
分別高企於 72.8 萬人及 74.4 萬人，加上美國
外貿逆差有擴大傾向，美元指數本周初失守
93 水平後迅速轉弱，有助金價上移。預料現
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76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低至 108.20。
金價：將反覆重上 1,760 美元水平。

續受制1.2關 歐元短線或重陷跌勢
金匯 出擊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有再陷弱勢的傾向。
從技術圖表可見，RSI 及隨機指數正自超
買區域回落，匯價的上行亦未有衝破關鍵的
1.20 關口，此前在 3 月中旬已多番上探此區
亦是難越雷池，並且是自年初以來，匯價仍
保持着一浪低於一浪的下跌趨勢，故目前很
大機會將見歐元又會重新走低。
關鍵支撐將會繼續留意目前位於 1.1825 的
200 天平均線，上月底就是守穩此指標而出
現反撲，故若後市跌破此區，可望歐元沽壓
更顯沉重。
下一級支持將參考 1.16 水平，在去年 10 月
及 11 月的兩個底部亦接近於此關口，較大支
撐指向 1.15 關口。至於向上較大阻力料為
1.2120以至1.2240水平。

美元周四延續近日的回調走勢，兌主要貨
幣徘徊在逾兩周低點附近，追隨美債收益率
走低，此前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3 月會
議記錄未有提供決定市場走向的新線索。美
聯儲 3 月會議記錄顯示，聯儲官員仍對新冠
疫情的持續風險持謹慎態度，並承諾在復甦
更加穩固之前，繼續支撐經濟。美元指數周
三曾跌至3月23日來低點92.13。
紐元兌美元走勢，技術圖表所見，RSI 及
隨機指數正處回升，MACD 指標亦剛上破訊
號線，或可望紐元兌美元有望延續近日的窄
幅橫盤局面；匯價於上月跌破 100 天平均線
之後，則一直持於此指標下
方，故在未有扳回目前位於
0.7145 的 100 天線之前，料見
紐元仍存在沽壓。以自去年 9
2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1.5%，前值-2.5%
月低位 0.7512 起始的累計漲幅
2月經季調出口月率，預測+1.0%，前值+1.4%
計 算 ， 38.2% 的 調 整 幅 度 為 14：00 德國
2月經季調進口月率，預測+2.4%，前值-4.7%
0.71，擴展至 50%及 61.8%將
2月經季節調整貿易收支，預測順差200億，前值順差222億
分 別 看 至 0.6990 及 0.6875 水
3月Halifax房價月率，前值-0.1%
平。較大支持料為 250 天平均
15：30 英國
線0.6740水平。
3月Halifax房價年率，前值+5.2%
若可闖過 0.7145，料見紐元
3月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率，預測+3.8%，前值+2.8%
終可元成觸底作出較明確的反
3月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5%，前值+0.5%
撲，上望目標看至 0.73 以至
3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最終需求PPI年率，預測+2.7%，前值+2.5%
0.7460水平。
美國
3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最終需求PPI月率，預測+0.2%，前值+0.2%
維持一浪低於一浪趨勢 20：30
3月扣除食品、能源和貿易的最終需求PPI年率，前值+2.2%
歐元兌美元自上月底持續反
3月扣除食品、能源和貿易的最終需求PPI月率，前值+0.2%
彈，至本周三曾攀上 1.19 水平
3月就業崗位變動，預測增加10萬個，前值增加25.92萬個
上方但隨後已出現顯著回落，
加拿大
3月失業率，預測8.0%，前值8.2%
而歐元區疫苗接種進度明顯落
2月批發庫存月率，預測+0.5%，前值+0.5%
後於美國，歐元區的新冠病毒
22：00 美國
2月批發銷售月率，前值+4.9%
傳染速度再度加快，或令歐元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