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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債市風險情緒趨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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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儲局官員再度發言緩解通脹憂慮，美債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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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望央行會議 加元炒上落









利率走低，科技股再創新高，帶動風險債走勢。根

投資攻略

據美銀美林引述 EPFR 統計顯示，上周包括投資級

債、高收益債及新興市場債皆迎來資金淨流入，其中新興市場債



美元兌加元上周初持穩 1.2285 附近支持位
連日偏強，上周尾段逼近 1.2450 水平兩周高
位之際遭遇沽壓，一度急跌至 1.2310 水平，
回吐本周前段大部分升幅，本周初曾反彈至
1.2365 水平。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布商品
外貿數據，5 月份出口按月下跌 1.6%，連續
兩個月下跌，較 4 月份的 0.4%跌幅擴大，不
過數據未對加元構成下行壓力。主要是同日
美國公布的 6 月份非農就業數據顯示失業率
回升至 5.9%，高於 5 月份的 5.8%，平均時薪
則按月增長 0.3%，較 5 月份的 0.4%升幅放
緩，部分投資者認為美國儲儲局不會急於收
緊其寬鬆措施，該些因素反而引致美元指數
迅速從上周尾段的92.75掉頭回落至本周初的
92.13水平，美元兌加元連日下試1.2310附近
支持位。
加拿大上周三公布 4 月份經濟按月收縮
0.3%，中斷連續 11 個月的增長表現，加上美
元指數上周大部分時間走勢偏強，美元兌加
元上周尾段曾連日向上逼近 1.2450 水平。此
外，加拿大 5 月份通脹年率攀升至 3.6%，高
於 4 月份的 3.4%，連續 5 個月上升，並高於
央行的 1%至 3%通脹目標範圍，市場等候加
拿大央行下周三公布會議結果之際，不排除
加元波幅將暫時受到抑制。預料美元兌加元
將暫時上落於1.2250至1.2450之間。

金價料反覆重上 1800 美元

上周五紐約 8 月期金收報 1,783.30 美元，
較上日升 6.50 美元。現貨金價上周五受制
1,795 美 元 阻 力 ， 本 周 初 大 部 分 時 間 處 於
1,784 至 1,794 美元之間。美國非農就業數據
顯示平均時薪按月升幅放緩，失業率回升，
美國 10 年期債息上周五擴大跌幅，減輕金價
下跌壓力，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800美
元水平。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暫時上落於 1.2250 至
1.2450 之間。
金價：將反覆重上 1,800 美元水平。

由前一周淨流出轉為淨流入 24.7 億美元，動能改善。 ●安聯投信

聯儲局副主席上周表示推動物價上
漲的供應瓶頸可能只是暫時現

象，應該會在未來 12 至 18 個月內降
溫，相關偏鴿言論緩解市場前幾周對
通脹及緊縮的擔憂，加上科技股走升
同步激勵風險性債券表現。觀察債
市，上周包括全球及歐美主要市場投
資級債、高收益債等資產單周多數走
揚，反映市場情緒的美國 10 年期公債
上周則收於 1.42%左右水位，呼應了市
場當前相對正向風險情緒。

基礎利率長期或還將走升
安聯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經
理人謝佳伶表示，在聯儲局官員發言

緩解，以及市場陸續消化通脹消息
下，過去一個月受到關注的美國 10 年
期公債殖利率較前一個月略有回落。
但在經濟持續回溫、貨幣政策將邁向
正常化的大前提下，基礎利率長期還
是可能走升，而如此帶來的利率風
險，也將是投資者往後布局時不可忽
略的重點之一。
謝佳伶表示，利率的走升對整體金
融市場都會有影響，其中對債券資產
的影響更不能小覷。回顧近年來幾次
利率彈升的期間，包括 2013 年聯儲局
縮減購債，及 2017 年、2021 年數次的
通脹擔憂，相對於長天期債券較易受
到 市 場 利 率 走 升 影 響、 衝 擊 資 產 價

●美國聯儲局官員再度發言緩解通脹憂慮，有利美債殖利率走低。
格，短天期債券因距債券到期日較
近，不但期間受到利率走升的影響較
低，在到期前對於發債企業的信用變
化掌握度也更高，展現較佳防禦性。
在此前提下，謝佳伶指出，債券投
資者在投資時應留意資產每一單位存
續期可提供的收益率。觀察市場主要
債券資產，可發現至 6 月底止，美國短
年期高收益債的平均存續期約為 1.82

加息擔憂稍緩 美元升勢暫歇
金匯 出擊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元周一走勢停滯，上周美國就業數據喜憂參
半，稍為緩解了投資者對美聯儲可能提早加息的
擔憂，令美元續呈回調。雖然美國 6 月新增就業
崗位數字超過預期，但失業率上升，勞動力參與
率沒有變化，這表明就業情勢取得了積極進展，
但在縮減資產購買或加息之前，美聯儲還有等待
的空間。接下來，投資者將會關注周三公布的美
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政策會議記錄，
以探索其何時能夠縮減資產購買的更多信息。

歐元短線仍傾向受壓
歐元兌美元在之前受制於 1.20 關口後，上周一
路走軟，至周五一度觸低至1.1805，創4月6日以
來最低水平。可留意目前 250 天平均線及 200 天
平均線分別處於 1.1960 及 1.20 關口，預計歐元需
要扳回此區之上才可望有轉趨走穩跡象。不過圖
表亦見 RSI 及隨機指數已屆超買區域，故預料歐

元兌美元短線仍傾向承壓，當前重要支撐在 1.18
以至 3 月底險守着的 1.17 關口，下一級看至 1.15
關口。至於向上較大阻力回看 1.2150 以至 6 月初
高位1.2254。
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周一重申，央行將密切
關注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做好必要時進一步
放鬆貨幣政策的準備。他表示，由於防疫限制措
施對服務業造成壓力，經濟活動暫時仍將低於疫
情前的水平。但他表示，隨着疫情的影響減弱，
日本經濟可能復甦，堅實的出口需求將支撐企業
獲利和資本支出。
美元兌日圓走勢，圖表見 RSI 及隨機指數剛自
超買區域回落，而近幾個交易見匯價受制 111 的
阻力水平，若短線仍未能作出突破，可望美元兌
日圓將呈回吐壓力。較近支持先看 25 天平均線
110.30 及 109.10；支持關鍵將會指向 4 月低位
107.46，若失守此頸線位置，料將加劇沽壓。以
年內的累計升幅計算， 50%及 61.8%的調整幅度
分別為 106.75 及 105.75。至於向上較大阻力預估
在111.70以及去年高位112.21水平。

年，約為全球高收益債的一半以及美
國投資級債的四分之一。
在同期間，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每
單位存續期可提供的收益率則來到約
1.6% ， 明 顯 高 於 全 球 高 收 益 債 的
1.05%及美國投資級債的 0.25%，有助
於在接下來市場利率走升的期間，提
供投資者較佳收益率並承擔較低的利
率風險。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14：00 德國 5月工業訂單月率，預測+1.3%，前值-0.2%
16：30 英國 6月Markit/CIPS建築業PMI，預測63.5，前值64.2
德國
17：00
歐元區

21：45

資訊

7月ZEW經濟景氣指數，預測正75.4，前值正79.8
7月ZEW經濟現況指數，預測正5.0，前值負9.1
5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4.1%，前值-3.1%
5月零售銷售年率，預測+7.9%，前值+23.9%
6月Markit綜合PMI終值，前值63.9
6月Markit服務業PMI終值，前值64.8
6月ISM非製造業指數，預測63.5，前值64.0

美國 6月ISM非製造業企業活動分項指數，前值66.2
22：00

6月ISM非製造業就業分項指數，前值55.3
6月ISM非製造業新訂單分項指數，前值63.9
6月ISM非製造業投入物價分項指數，前值80.6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灣仔區各界協會、聲之動力藝術協會聯同
亞洲電視舉辦「賀七一．慶回歸 聲動亞洲演唱會」

强，灣仔民政事務專員陳天柱，香港灣仔區各界協
會會長莊創業，香港聲之動力藝術協會主席陳宇
澤，聲動亞洲演唱會籌備委員會主席凌逸邦，亞洲
電視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陳偉傑，香港聲之動力
藝術協會名譽會長陳瑞典等嘉賓。
儀式上，薛惠君、陳積志、蘇長荣、李慧琼、郭
偉强、凌逸邦分別致辭。其後一眾主禮嘉賓更特別
為演唱會進行啟動儀式，寓意為香港回歸祖國 24 周
年送上一份賀禮及祝福，與社會大眾一同唱好香
港。

南九龍獅子會及聖雅各福群會日前舉行「殯葬援助基金」啟動
禮，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以南九龍獅子會創會會長身份出席儀式
並致辭。
楊受成在致辭中提到，他一直以來最關注長者善終服務，他認
為在芸芸善事類型中，最偉大的是善終範疇，因為善終服務從來
不求回報。在過去 20 多年間，他在內地及香港資助興建共十家關
愛老年中心，為基層長者提供近3000張床位。
在支票捐贈儀式上，楊受成在原定的捐助額度上現場加碼，即
時通過「英皇慈善基金」合共捐出港幣 25 萬元，連同早前獅子會
籌得的善款港幣93萬元捐贈予聖雅各福群會。
南九龍獅子會會長暨基金發起人丘濠銘表示，獅子會十分支持
聖雅各福群會「後顧無憂」規劃服務，希望透過持續募捐，支援
有需要的無依長者，令他們的後事安排有所依靠。丘濠銘提到，
楊受成創立南九龍獅子會後，把根基打得很好，他亦十分感激楊
受成此次的慷慨贊助。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港島東分
會日前在北角新光戲院舉辦
「賀黨慶 慶回歸 迎新制《忠
誠與背叛》電影欣賞會」。此
次活動是為慶祝建黨百年、香
港回歸 24 周年及香港國安法
實施一周年而舉辦 ，是香港
福建社團聯會數十場系列慶祝
項目中的其中一場大型活動，
邀請會員與市民觀賞電影《忠
誠與背叛》。
是次活動主禮嘉賓包括: 中
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范克勝，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
主席林廣兆，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香港立法會議員郭
偉強，東區北鰂地委會主任李少榕，民建聯東區支部主
席洪連杉，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兼港島東分會執行
會長柯文華，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香港晉江社團
總會主席王育民，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婦女委員
會主任柯達權，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港島東分會常務副會
長兼秘書長呂曉東， 常務副會長施養善、傅耀明，香港
福建社團聯會常務副秘書長兼總干事周珊珊等。
林廣兆致辭指出，香港國安法與完善「愛國者治港」
制度是定海神計，讓香港由亂及治，特區政府可致力發
展經濟，惠及民生。他鼓勵與會閩籍鄉親發揮「愛國愛
港，海納百川，團結拚搏」的福建精神，共同為維護國
家安全，香港繁榮穩定作貢獻。

楊
●受成捐助南九龍獅子會聖雅各福
群會「殯葬援助基金」。

楊受成援助基金助長者善終服務

福建社團聯會港島東分會
辦「賀黨慶 慶回歸 迎新制」電影欣賞會

據了解，於 2004 年創辦的「後顧無憂」規劃服務幫助社區上缺
乏支援及擔憂身後事安排的孤寡無依長者，鼓勵他們預先規劃身
後事，讓後事能按其意願執行，生前毋須再為自己的後事擔憂。

賓
●主合照。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
會、香港聲之動力藝
術協會聯同亞洲電
視，日前舉辦「賀七
一．慶回歸 聲動亞洲
演唱會」，以勁歌熱
舞與社會大眾同賀七
一慶回歸。演唱會於
全港最大電視錄影
廠、亞洲電視 1 號錄
影廠舉行，邀得超過
40 位歌手演出 45 首歌
曲，透過響亮的樂聲
為社會送上正能量，
更於香港灣仔區各界
●演唱會大合照。
協 會 facebook 專 頁 、
香港聲之動力藝術協會 facebook 專頁以及亞洲電
視手機程式現場直播，代表灣仔區用最強聲勢配
合好歌，為香港回歸祖國 24 周年送上一份賀禮及
祝福，與社會大眾一同唱好香港。
演唱會特別舉行啟動儀式，邀得多位社會賢達出
席，包括：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主席鄭承峰，香港
聲之動力藝術協會首席會長閻偉寧，中聯辦港島工
作部部長薛惠君，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全國
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蘇長荣，全國
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李慧琼，立法會議員郭偉

資料圖片

范克勝致辭表示，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港島東分會愛國
愛港，開展了許多活動惠及會員市民。他簡介了中國共
產黨百年發展歷史，鼓勵大家多了解中國共產黨及中國
的發展歷史，珍惜香港的繁榮穩定，增強信心，共同為
中華民族復興而努力。
受港島東蔡建四會長委託，柯文華致辭表示，舉辦電
影欣賞會，希望增進大家愛國之情，增進對國家、對中
國共產黨的了解。沒有共產党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香
港的回歸，就沒有今天中國人民的揚眉吐氣和幸福生
活。香港與國家息息相關，中央高度重視支持香港發
展，國安法及「愛國者治港」制度落實令香港社會發展
重回正軌，相信香港的明天將更美好。
電影散場後，近 800 位觀衆喜獲港島東分會派發獨立
包裝口罩，每人一盒，提醒大家注意防疫，保重身體。

百名旅港三水鄉親合唱賀黨慶
日前 100 人穿着統一
的上衣、戴着統一的口
罩，雙手各握着一面國
旗和一面區旗，精神飽
滿地肅立在大埔三水同
鄉會禤景榮學校的操場
上，凝神傾聽國歌樂曲
奏起，注視五星紅旗升
起，伴隨着樂曲口中唱
出 「 我 們 萬 眾 一
心……」當國旗升至旗 ●百名旅港三水鄉親齊聚操場上準備舉行升旗禮。
桿頂端後，他們齊聲高喊：「慶建黨百年，賀香港回歸！」
舉辦這場升旗禮的是旅港三水同鄉會暨三水七個鎮街西南、雲東海、白坭、樂平、
蘆苞、大塘和南山的同鄉會。首席會長禤國全、理事長曾向東和監事長陸漢雄等帶領
22 位理監事與眾同樂。其中年紀最小的中一生陸頴蕎表示，和鄉親們一起出席升旗
禮，既增強了國家意識，又增強了家鄉觀念，感覺旅港三水鄉親很團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