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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望央行會議 英鎊料暫橫行

英鎊上周四受制 1.3975 美元阻力走勢偏
軟，上周尾段曾向下逼近1.3800美元水平兩
周低位，本周初呈現反彈，一度重上 1.3930
美元水平，周二大部分時間處於 1.3850 至
1.3910 美元之間。美國周一公布 4 月份 ISM
製 造 業 指 數 回 落 至 60.7， 遜 於 3 月 份 的
64.7，低於市場預期，美元指數曾回落至
90.86 水平，帶動英鎊重上 1.39 美元水平，
不過英國央行本周四將公布政策會議結果，
市場關注同日進行的蘇格蘭議會選舉，英鎊
升幅迅速受到限制，周二未能持穩1.39美元
水平。
另一方面，英國繼 3 月份綜合 PMI 顯著轉
強，Markit 本周二公布英國 4 月份製造業
PMI 攀升至 60.9 水平逾 26 年高點，但歐元
周二表現偏軟，美元指數回升至 91.39 水
平，英鎊反而遭遇回吐壓力，一度走低至
1.3850美元水平。
此外，英國央行自 3 月 18 日公布會議結
果，英鎊過去 7 周均受制 1.4000 至 1.4010 美
元之間的主要阻力位，加上英國 1 月份至 3
月份之間的通脹年率皆處於 0.4%至 0.7%範
圍，依然低於央行的 2%目標水平，英國央
行未必急於在本周會議收緊其貨幣政策，而
市場等候美國本周五公布 4 月份非農就業數
據之際，不排除英鎊續處橫行走勢，預料英
鎊 將 暫 時 上 落 於 1.3750 至 1.3950 美 元 之
間。

金價料反覆走高

周一紐約 6 月期金收報 1,791.80 美元，較
上日升 24.10 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企穩
1,766 美元水平走勢偏強，一度攀升至 1,798
美元水平，周二曾回軟至 1,780 美元水平。
雖然歐元周二偏軟，美元指數出現反彈，不
過現貨金價未有遭遇太大下行壓力，繼續持
穩 1,780 美元，有助延續周一的上移走勢。
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 1,800 美元水
平。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暫上落於 1.3750 至 1.3950 美元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 1,800 美元水平。

1946 年統計以來最大增幅，加上美國總統拜登發表上任百日演說及 1.8 萬億美元的「美國家庭計劃」等利多激勵標準
普爾 500 指數再創新高，惟創高後回落，全球股市震盪收跌。依據彭博資訊統計，截至 2021/4/30 過去一周 ETF 資金
淨流量顯示，整體股票型 ETF 近周獲資金淨流入 162.6 億美元，其中主要淨流入美國 157.4 億美元，此外，全球、歐





美國第一季經濟成長率季比年化初值達到 6.4%，創 2003 年第三季以來次高，三月個人所得月增 21.1%，則創

洲及東歐亦分別有淨流入 35.4 億、12.4 億及 0.1 億美元，而日本、中國內地、新興市場、亞太及拉美股市則分別為資金淨流出 31.2
億、9.4 億、8.7 億、4.6 億及 0.06 億美元。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分析，全球股
市四月連續三個月月線收紅，

其 中 標 準 普 爾 500 指 數 四 月 上 漲
5.24%、更創下去年 11 月以來最大單
月漲幅。
隨着美股屢創新高，加上時序進入
五月售股離場的傳統淡季，部分國家
疫情轉趨嚴峻，任一消息面都可能成
為資金獲利了結的藉口。所幸從美國
疫苗施打進度及經濟前景、標準普爾
500 大企業財報，或是被視為全球經
濟金絲雀的韓國出口，四月年增
41.1%、創 2011 年 1 月以來最大增速
且是連六個月成長，均展現全球經濟

●富蘭克林投顧

穩健復甦的韌性有望發揮下檔支撐。

投資宜採區域輪動策略
此外，根據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一百
天演說，呼籲國會應盡快通過以基礎
建設為主的 2.3 萬億美元的「美國就
業計劃」及 1.8 萬億美元的「美國家
庭計劃」，形同宣告美國將進入大政
府時代，未來幾個月涵蓋加稅及擴大
財政支出的政策協商進展，以及美聯
儲部分官員可能開始討論縮減購債的
前瞻指引，都將牽動盤勢。
建議投資人以美國及新興市場平衡
型基金為核心，留意股市震盪加碼機

會或透過大額定期定額方式累積部
位，採取創新成長及價值補漲、美國
及新興亞洲兼備的策略，網羅類股及
區域輪動機會。

關注優質醫療生科個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生技領航基金經理
人依凡·麥可羅表示，儘管過去數月
市場較為震盪，但我們的投資策略聚
焦在旗下藥品為同類最優、同類第一
或同類唯一，以及藥品能滿足有重大
未滿足醫療需求並為病患、醫生及支
付方帶來臨床價值的生技公司。
我們尤其對基因療法和基因編輯、

免疫腫瘤以及精準腫瘤感興趣，也在
罕見疾病領域找到投資機會。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成長基金經理
人蘇庫瑪·拉加表示，以個股為導向
且注重評價水平的重點是我們投資策
略的核心，我們尋求具有可持續獲利
能力的公司，以低於我們對其內在價
值評估的價格買進。
我們在科技與消費領域裏發現許多
此類具長期成長潛力的企業，應對瞬
息萬變的世界，能夠充分展現靈活調
整的營運模式與管理團隊，對我們特
別有吸引力。
（節錄)

數據表現惹憧憬 美元或回穩
金匯 出擊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元周二再告重新走穩，非美貨幣普
遍出現回跌，市場人士正在考量美國經
濟強勁復甦可能迫使利率走高，同時亦
在觀望經濟數據及政策演說來尋找線
索。美元在周一曾見承壓，因美國公布
的製造業調查報告令人失望，同時美國
聯邦儲備理事會(FED)看來並不急於收緊
政策。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威廉
姆斯周一表示，在從大流行引發的危機
中復甦之際，美國經濟有望錄得數十年
來最快增長，但情況仍遠未強勁到足以
讓美聯儲考慮撤走支持。

美元兌加元料再走穩
美元兌加元方面，雖然匯價未見有大
幅反彈，但近四個交易日窄幅徘徊於
1.2260 水平之上，至於圖表亦可見 RSI
及隨機指數已陷於超賣區域接近兩周時
間，更剛開始呈回升，故在匯價短期若
一再守住此水平，可展望美元兌加元將
重新走穩。向上阻力先會回看 10 天平均
線 1.2380 及 1.25 水平，關鍵則預料為
100天平均線，上月匯價曾力試此指標亦

未可突破，目前處於 1.2640 水平。而下
方 支 撐 一 方 面 亦 要 留 意 2018 年 低 位
1.2246，關鍵支撐將會指向 1.20 關口以
及200個月平均線1.1685。

澳元兌美元關鍵位料於 0.77
澳元兌美元周二亦見挫跌，回吐了周
一的漲幅，澳洲央行大幅調升經濟增長
預測，但仍預估至少 2024 年之前不會收
緊超寬鬆貨幣政策。澳洲央行政策會議
決定維持指標利率於 0.1%不變，符合市
場預期，澳洲央行還重申 2024 年前不太
可能升息。央行表示，7月會議將決定是
否把三年期債券收益率目標由 2024 年 4
月到期債券轉至 2024 年 11 月到期債券，
以及是否第三度擴大購買計劃。
技術圖表所見，RSI 及隨機指數處於
回落，而 MACD 亦呈向下，並幾近跌破
訊號線成利淡交叉，此為一個較強烈的
轉勢訊號。目前向下關鍵料為 25 天平均
線 0.77 水平，近三周澳元亦見守穩此指
標不失，故若破位，將見澳元延伸較顯
著沽壓，較大支持位回看 0.7580 及 0.75
水平。至於向上阻力預估在 0.7780 及
0.7820，關鍵指向0.80關口。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香港時間 國家
15：45 意大利
15：50

法國

15：55

德國

歐元區
17：00

日期：2021年5月5日

4月Markit服務業PMI終值‧預測50.1‧前值50.1
4月Markit綜合PMI終值‧預測56.0‧前值56.0
4月Markit綜合PMI終值‧預測53.7‧前值53.7
3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9%‧前值+0.5%

4月Markit綜合PMI終值‧前值62.2
4月Markit服務業PMI終值‧前值63.1
美國

多寶茶餐廳

4月Markit綜合PMI‧前值51.7

4月ADP民間就業崗位‧預測增加81.5萬‧前值增加51.7萬

21：45

現特通告：張珹畯其地址為新界元
朗俊賢坊18號權益大樓地下15號
鋪，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元朗
俊賢坊18號權益大樓地下15號鋪多
寶茶餐廳的新酒牌。凡反對是項申
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
埔綜合大樓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4月Markit/HIS綜合PMI‧前值51.9
4月Markit服務業PMI‧預測50.4‧前值50.4

3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率‧預測+4.0%‧前值+1.5%

20：15

申請新酒牌公告

4月Markit/IHS服務業PMI‧預測50.0‧前值48.6

4月Markit服務業PMI終值‧預測50.3‧前值50.3

16：00

22：00

報告

4月ISM非製造業PMI‧預測64.3‧前值63.7
4月ISM非製造業企業活動分項指數‧預測69.0‧前值69.4
4月ISM非製造業就業分項指數‧前值57.2
4月ISM非製造業新訂單分項指數‧前值67.2
4月ISM非製造業投入物價分項指數‧前值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