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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請領失業金人數‧前值減少7800

8月三個月ILO失業率‧預測4.6%‧前值4.7%

8月三個月就業崗位變動‧前值增加9.5萬

8月三個月平均每周薪資所得年率‧預測+8.2%‧前值+8.8%

8月三個月平均每周薪資所得(不包括獎金)年率‧預測+6.8%‧前值+7.4%

8月NFIB小企業信心指數‧前值99.7

8月經季調核心CPI月率‧預測+0.3%‧前值+0.3%

8月未經季調核心CPI年率‧預測+4.2%‧前值+4.3%

8月經季調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4%‧前值+0.5%

8月未經季調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5.3%‧前值+5.4%

8月每周平均實質所得月率‧前值-0.1%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跌穿1.260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780至1,810

美元之間。

美元兌加元上周三受制1.2760附近阻力走
勢偏軟，上周尾段曾向下逼近1.2580水平，
本周初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1.2660至1.2695
之間。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布8月份新增
9萬個就業職位，失業率則下降至7.1%，連
續3個月回落，更是2020年2月份以來最低
的失業率水平。不過同日美國公布8月份生
產者物價指數年率攀升8.3%，為近11年以
來最大升幅，美元指數反彈，抑制美元兌加
元跌幅。
加拿大央行上周三會議保持利率政策不
變，繼就業表現連月好轉，央行的會後聲明
預期今年下半年經濟將增強。雖然央行重申
7月份貨幣政策報告內的通脹評估，預期要
待至明年下半年才可能持續維持2%的通脹
中值目標，同時今次會議仍認為現階段引致
通脹率高於3%水平的因素屬於短暫，但央
行依然未能確定通脹水平何時顯著回落，不
排除央行有機會在10月份的貨幣政策報告
內把今年通脹預測進一步上調，高於早前評
估的3%水平。隨着紐約期油本周初重上每
桶70美元水平5周高位，支持加元表現，預
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跌穿1.2600水平。

金價料續區間上落
上周五紐約 12 月期金收報 1,792.10 美
元，較上日下跌7.9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五
受制1,803美元水平，本周初曾回落至1,783
美元水平。美國上周五公布8月份生產者物
價指數年率處於11年以來最大升幅，同日
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一度重上1.355%水
平，美元指數連日反彈，本周初曾走高至
92.89水平兩周高點，抑制金價表現。不過
市場等候美國本周二公布8月份消費者物價
指數之際，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
1,780至1,810美元之間。

美就業數據正向 股市料續吸金

安聯投信表示，變種病毒帶來對經
濟復甦的擔憂，但美國最新公布

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再創疫情爆發以
來新低，美聯儲部分官員談話也持續
釋出可能在今年開始縮減購債的訊
息，多空雜陳的情緒持續拉扯市場，
並使美股過去一周走勢較為震盪，主
要指數單周收跌，但其中以科技為主

的納斯達克及費城半導體等指數則是
在蘋果釋放新機發表消息的激勵下有較
佳表現，其中納斯達克在周間更一度再
創新高紀錄。在全球其他主要股市部
分，道瓊歐洲600單周小幅收跌，亞股
則是漲跌互見，其中又以日股、內地A
股與港股等表現較為正向。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本基金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經理人
謝佳伶表示，在包括變種病毒、正負
面交錯的經濟數據影響下，美股在上
周震盪加劇，表現較往前數周相對承
壓。
不過拉長時間來看，從年初至今，
美股四大指數皆有15%至22%不等漲
幅，其中以成長與科技股為主的標普
500和費城半導體兩大指數漲幅更來到
20%以上，在全球主要股市中表現仍
名列前茅。

基本面支撐美股後市
謝佳伶表示，觀察今年以來美股表

現，雖有不同類型雜音的干擾，但四
大指數今年以來持續走高的主要動能
之一，便為穩健強勁的基本面因子，

而在當前美國經濟整體仍朝向解封復
甦方向不變，以及企業財報中獲利成
長與展望過半數仍正向來看，美股後
市仍有望在基本面的支撐下持續有表
現機會。

成長股高收益債可吼
在投資建議上，謝佳伶表示，首先

可布局具長期成長利基、經過長時間
多空淬煉仍延續成長態勢的美國強勢
成長股，作為驅動資產走高的主要動
能；其次也可納入可提供穩定金流、
具較佳評級的美國優質高收益信用
債，以及兼具股債性質、可隨股票走
揚且可止跌於其債券底價的可轉債組
成多重資產作為核心配置，以三大資
產攻守不同的特色，應對多空難測、
變遷快速的市況。

疫情在全球仍反覆，但美國最新就業數據表現

正向，美聯儲官員持續釋出年底可能開始縮減購

債的言論，全球股市表現雖漲跌互見，但資金動

能普遍正向。根據美銀美林引述EPFR統計顯示，上周除歐非中

東地區股市小幅淨流出0.35億美元外，全球其餘地區股市皆迎

來資金淨流入，其中又以美國與亞洲不含日本股市分別淨流入

22.24億與17.36億美元為高。 ●安聯投信

美聯儲退市預期升溫 日圓或迎突破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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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美元兌主要貨幣升至兩
周高位，因為市場預期，儘管
新冠病例激增，美聯儲仍可能
提前而非推遲縮減刺激措施。
費城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哈克周
一接受日經訪問時，也加入其
他決策者行列敦促開始縮減資
產購買。本周將有一系列美國
經濟數據公布，這將在下周的
美聯儲會議前為經濟進展提供
框架。
美元兌日圓走勢，匯價仍然

延續着近一個多月以來的窄幅
橫行走勢，就如上星期整周波
幅亦只在 109.61 至 110.44 之
間，連續三星期波幅不足一百
點。目前圖表可見匯價已走入

三角形態的末端，看來即將會
迎來單邊走向的爆發，目前三
角頂部在110.30，而本月兩度
的高位亦止步於 110.50，故
110.30/110.350將視為當前重
要阻力，若後市可突破此區，
將有望延展升勢，其後目標將
參考7月初高位111.65以至去
年2月高位112.21。反之，三
角底部目前位於109.80，連同
近期底部109.50則為支持參
考，若告失守，料美元兌日圓
回調壓力加劇，下延目標看至
108.70 以 至 200 天 平 均 線
107.90水平。

英鎊阻力位料於1.39關
英鎊兌美元周初承壓，投資

者在等待更多數據，以評估解
封後經濟復甦的步伐以及加息
的速度。英國央行預計，今年

的通貨膨脹率將大幅上升，並
達到4%的峰值。強勁的通脹
數據將強化人們對英國央行比
歐洲央行或美聯儲更快收緊貨
幣政策的預期。
技術圖表所見，英鎊兌美元

本周一在1.39關口受阻，需慎
防若匯價短線未可上破此區，
有機會見英鎊將有調整壓力；
而圖表亦見RSI及隨機指數亦
剛自超買區域有掉頭回落的初
步跡象。下方關鍵將為250天
平均線、目前位置1.3685，由
於英鎊相繼於7月及8日亦守
住此指標，故若後市明確失守
此區，料英鎊有重啟跌勢的風
險，進一步看至1.35以至今年
低位，亦即1月11日的1.3449
水平。至於向上較大阻力將看
至7月底未能突破的1.40關口
以至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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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踐行「中企關愛、同路
同行」理念，在中秋佳

節即將來臨之際，中信港澳
員工聯誼會於較早前在九龍
油尖旺區、新界元朗區和北
區開展「中信關愛 溫暖社
區」活動。香港中國企業協
會副總裁曾燊典及中信港澳
員工聯誼會副會長、大昌行
集團行政總裁黎汝雄受邀出
席本次活動。
來自中信泰富、中信國際電訊、中信金屬、

中信資源、中信銀行國際、信銀投資、中信建
投國際、中信期貨國際、中信財務國際、大昌

行等10家中信駐港機構的50
餘名義工與地區義工一起走入
富榮、瑞愛以及華明三個社
區，探訪了170戶獨居、雙居
長者及困難家庭，向他們派發
福袋，送上月餅、油、面及口
罩等基本生活物資和防疫物
資，傾聽他們對生活的感悟和
心聲，獻上中信誠摯的問候和
中秋祝福。
本次「中信關愛溫暖社區」

活動體現了中信扎根香港奉献香港、切實履行
社會責任的企業擔當。活動受到地區各界的肯
定和受訪居民的好評。

資訊資訊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第一屆361°晉江盃乒乓球團體大獎賽開幕

前乒乓球界一姐、曾多次代表中國獲得19
個世界冠軍的著名雙圈大滿貫運動員張

怡寧，2004年代表香港參加奧運會乒乓球男
子雙打比賽銀牌得主、香港「乒乓孖寶」之一
的著名運動員高禮澤，泉州市政協委員、香港
晉江社團總會副主席洪鴻江，南華體育會乒乓
球部主任曾文進，香港晉江社團總會副主席蘇
清洞，泉州市政協委員、香港晉江社團總會常
務董事吳寧寧，香港晉江社團總會常務董事卓
金鵬、鄭科雄、姚培樹，香港晉江社團總會秘
書洪麗君出席開幕式。
洪鴻江在開幕式上致辭表示，香港晉江社團總會致力於
團結和凝聚擁有正能量的青年，根據青年人的特點和興趣
去開展系列活動，引導青年人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
觀。在361°（中國）有限公司大力支持下，通過舉辦此
次比賽，為青少年搭建交流球技的平台，豐富青少年課餘
活動。期盼青少年通過打乒乓球，感受運動的快樂，提高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讓青少年了解國球文化，增強民族
自豪感和民族認同感。香港晉江社團總會將以本次比賽為
起點，把晉江盃乒乓球團體大獎賽辦成香港年度的乒乓球
盛會。
曾文進致歡迎辭，張怡寧宣布比賽開幕，張怡寧、高禮
澤進行開球禮。在著名的乒乓球運動員參與、帶領下，當

天比賽的運動員們充分發揚更高、更快、更強的體育精
神，展現精湛的球技，迸發速度與激情，賽出成績與風
格，共同演繹了一場精彩的乒乓球視覺盛宴。
本次比賽由香港晉江社團總會、361°（中國）有限公司

主辦，南華體育會協辦。比賽為期兩個月，主要利用周末
及節假日時間進行比賽。分甲組（公開組，16歲以上）混
合團體賽、乙組（13-15歲組）男子團體賽 、丙組（13-15
歲組）女子團體賽、丁組（12歲以下組）男子團體賽、戊
組（12歲以下組）女子團體賽共五個項目，比賽分別獎勵
各組別獲得前八名隊伍，總獎金高達9萬元，還有豐厚的獎
盃、獎品。共有來自全港130支代表隊的近800名運動員參
加角逐。

2021年第一屆361°晉江盃乒乓球

團體大獎賽日前在南華體育會主樓高

層12樓綜合體育館隆重開幕。

●●出發前大合照出發前大合照。。

中信港澳員工聯誼會
舉辦「中信關愛 溫暖社區」活動

Y-LOTFOUNDATION 日前舉辦 Y-LOTSciTech
系列「思緒宇宙：未來繪畫」劉呈祥創新科技巡迴藝
術展。此次展覽Y-LOT特別邀請台灣新生代藝術家
劉呈祥，展出二十多幅其個人創作有關宇宙系列的數
碼編程作品，其中不少為獲獎作品，更有多幅作品是
劉呈祥為此次香港展出而特別創作。
該藝術展由Y-LOT主辦，保良局及香港江蘇青年

總會支持，由9月10日至26日，於跑馬地V54駐留大
宅及置富都會進行巡迴展出，公眾可免費登記參觀。
Y-LOT於9月9日舉辦藝術展開幕典禮，Y-LOT創

辦人兼主席費志恩、藝術家劉呈祥分別於典禮上致
辭。
費志恩致辭表示，科技與藝術的融合成為新的潮流

趨勢，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劉呈祥充滿詩意的未來繪
畫引人入迷地展示了優雅的分形理論。分形是一個相

當有趣的數學概念，當今在細胞生物學、計算機科學
等科技領域得到廣泛的研究同觀察。Y-LOT冀能通
過展示分形在藝術上的應用所帶來的無限可能性和美
感，鼓勵大眾更多關注充滿奧妙的SciTech世界。
劉呈祥則表示：「思緒宇宙」能結合自己過往的所
有訓練、數學、工程、建築、影像，透過電腦與機械
的幫助，得以創造一座宇宙。希望大家能在這個宇宙
當中找到屬於你的星系。
開幕典禮上，費志恩、劉呈祥及香港江蘇青年總會

會長趙宇，就創科研現狀及發展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並就如何激勵年輕人敢於創新實踐進行了深入探討。
此外，活動還於9月18-26日期間假置富都會舉辦
「數碼編程未來繪畫工作坊」，面向8-16歲的青少年
兒童參與，旨在培養青少年兒童的創造及創新能力，
引發對創科研的早期興趣。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
限公司（「建行（亞洲）」）為全
新「綜合理財」客戶呈獻一系列豐
富迎新獎賞及優惠。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 「 推 廣
期」），新客戶選用「綜合理財」
服務，存入新資金並符合指定要
求，可享高HK$21500現金獎賞；
合資格客戶完成指定投資產品交易
及人壽保險計劃交易並符合指定要
求，更可享HK$26000現金獎賞，
合共高達HK$47500迎新獎賞。
以上優惠及服務受有關條款及
細則約束，如欲查詢詳情，請致電
29038303、 瀏 覽 ww.asia.ccb.
com/newcif或向該行職員查詢。

●Y-LOT創辦人兼主席費志恩（右四）、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左四）丶台灣新生代
藝術家劉呈祥（中）、保良局社會服務助理總幹
事（兒童及青少年）莫漢輝（右二）、香港江蘇
青年總會會長趙宇（右三）丶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史維（左三）、Y-LOT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王靜
嫻（左一）、名媛何芓（左二）、快圖美董事總
經理孫道熙（右一）。

Y-LOT舉辦「思緒宇宙：未來繪畫」創新科技巡迴藝術展建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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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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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長者問暖及送禮物包。

●嘉賓張怡寧、高禮澤、晉江社團總會的來賓，運動員和裁判員在開幕式
上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