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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8月扣除國有銀行的公共部門淨借款‧預測156.00億‧前值103.53億

8月公共部門淨借款‧預測147.5億‧前值96.19億

8月公共部門收支短差‧前值盈餘22.90億

9月CBI總工業訂單差值‧預測正15‧前值正18

第二季經常賬戶收支‧預測赤字1,910億‧前值赤字1,957億

8月建築許可年化總數‧預測160.0萬戶‧前值163.0萬戶

8月建築許可月率‧前值+2.3%

8月房屋開工年化總數‧預測156.0萬戶‧前值153.4萬戶

8月房屋開工月率‧前值-7.0%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暫時上落於
1.2750至1.2950水平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徘徊1,740至
1,770美元之間。

估值優勢彰顯 新興股市前景佳

美股方面，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
示，美國經濟正從擴張初期過渡

到中期階段，市場聚焦Delta變種病毒
風險、通脹、貨幣及財政政策前景可能
造成股市波動、增添短線回檔風險，然

而，從目前情勢來看Delta變種病毒對
美國的影響仍屬可控，美聯儲可能於今
年晚些時候宣布縮減購債，但已反映在
目前的市場預期中，而且，美聯儲主席
鮑威爾強調不應把啟動縮減購債視為升

息將很快到來的信號，預期貨幣政策漸
進式調整對於股市的影響將是暫時且溫
和的。在穩健的基本面支持下，即使股
市遭逢短線震盪料無礙美股中長線多頭
行情，市場波動反而創造具吸引力的進
場機會。

創新成長題材逢回可吸
今年來類股輪動加快，價值循環股受

惠經濟復甦仍有表現空間，創新帶動科
技產業長期結構成長趨勢不變之下，值
得中長期投資，建議投資組合中創新成
長及價值循環股兼備，輕鬆掌握輪動節
奏，逢回分批或定期定額皆宜。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疫情引發的

市場擔憂仍為干擾亞洲等新興市場投資

信心主要因素，惟隨着多數新興經濟體
有望在年底前達到較高的疫苗覆蓋率，
應有利加速經濟重啟與推動明年度經濟
復甦。受惠新經濟產業的獲利動能較佳
所挹注，新興市場企業不論就股東權益
報酬率或自由現金流量等指標評估，皆
已有明顯改善，新興市場目前已蛻變為
更高品質的資產類別。

新興市場企業獲利動能強
新興國家大致仍維持寬鬆的財政與貨

幣政策，輔以新興市場企業擁有結構性
題材推動獲利動能強勁，但相較全球股
市具備較低評價水平之優勢，內地財政
與貨幣政策亦有微調空間，看好中長期
亞洲等新興市場投資前景。

美股高檔震盪，市場擔憂美國經濟成長放緩及

企業稅可能上調等不確定性壓抑股市，所幸油價

上漲推升能源類股走高，消費耐用品及科技類股

上揚，引領美股周線收高。颶風侵襲影響產能推

升油價與能源股上漲，西班牙頒布法案限制高漲的電價，公用事業

類股承壓，歐股略收低於平盤之下。亞洲等新興市場相較全球股市

具備較低評價水平之優勢，中長期投資前景看好。●富蘭克林投顧

英國明年加息預期升溫 英鎊承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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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加元上周前段守穩1.2600
至1.2620之間的支持位後走勢轉強，
上周尾段升幅擴大，本周初曾向上逼
近1.2870水平1個月以來高位。加拿
大統計局上周二公布7月份製造業銷
售按月下跌1.5%，較6月份的3.6%
升幅明顯轉弱，數據引致加元走勢偏
軟。
美國上周四公布8月份零售銷售好

於預期，數據對美元指數構成支持，
而加拿大上周五公布7月份批發銷售
按月下跌2.1%，連續兩個月呈現下
跌，亦有助美元兌加元連日擴大升
幅，本周初重上1.28水平。
雖然市場避險氣氛升溫，不利高風
險資產表現，對主要商品貨幣走勢構
成負面，不過加拿大本周初舉行聯邦
大選，政局不明朗快將結束，可能逐
漸抑制加元跌幅，預料美元兌加元將
暫時上落於1.2750至1.2950水平之
間。

金價料區間上落
上周五紐約12月期金收報1,751.40
美元，較上日下跌5.30美元。現貨金
價上周五受制1,767美元阻力走勢偏
軟，本周初在1,742美元獲得較大支
持後重上1,760美元水平。美元指數
本周初反彈至93.45水平4周高點，
不過現貨金價在1,740至1,750美元
之間仍有頗強支持，而市場等候美國
聯儲局會議結果之際，預料現貨金價
將暫時徘徊 1,740 至 1,770 美元之
間。

英鎊兌美元延續上周以來的弱勢，
本周一觸及近一個月低位至1.3660水
準下方。中國恒大陷入困境引發的全
球拋售打擊了風險貨幣，同時圍繞英
國央行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和天然氣
價格飆升也累及英鎊。恒大債務危機
引發的拋售潮蔓延至歐洲，周一歐洲
股市普遍下滑，並促使投資者轉向美
元避險，美元指數創下四周高位。
另外，即將於周四舉行的英國央行
會議亦是焦點，原先市場在期待英國
央行採取相對鷹派的基調，但經濟復
甦的風險最近在上升，加大了會議結
果的不確定性。一些分析師預測，英
國央行將在2022年中期加息。

英鎊關鍵位料於1.3570
高盛上周四表示，已將升息的基本

預測提前至2022年5月，因為英國央
行貨幣政策委員會認為，啟動貨幣緊
縮的最低條件已經滿足。
技術圖表所見，英鎊兌美元一路在

1.39關口受阻，即使上周二一度升見
1.3912，但其後已逐步下跌，至本周
一更見跌勢加劇，更正步向8月低位
1.36以至7月低位1.3570，之前英鎊在
觸及上述低位後均迎來一浪較明顯反
彈，故至今在圖表上形成了一組雙頂
部形態；換言之，若1.3570/1.3600這
區域在此趟跌勢中未能守穩，則見英
鎊或會伸延新一浪較猛烈跌勢。
同時，圖表亦見RSI及隨機指數續

呈下滑，而最近亦見MACD指標剛下
破了訊號線，看來支撐區域即將出現
失守的機會頗大。
若以自去年9月累計的升幅計算，

50%及61.8%的回吐幅度為1.3455及
1.3270水平。另外若以最近一個頂部
的距離幅度計算，技術形態的下延目
標將至1.3225。反觀阻力位則預估在
1.3750及1.3850水平，關鍵阻力繼續
留意7月底未能突破的1.40關口。

美元兌日圓或下探109關
美元兌日圓走勢，匯價在近一個多

月以來的窄幅橫行後，上周終見出現
明顯下破，三角底部初步失守，短線
另一關鍵將看上周險守的109關口，
再而失陷，料美元兌日圓將迎來新一
波下跌，下延目標看至 108.70 以至

200天平均線108.10水平，進一步指
向250天平均線107.40。上方阻力回
看本月兩度的高位亦止步的110.50，
下一級阻力將參考7月初高位111.65
以至去年2月高位112.21。

資訊資訊 ●責任編輯：張 童 ●版面設計：歐鳳仙 特刊

9月12日下午，在中秋佳節
即將來臨之際，香港寧

德市同鄉總會（「寧德總會」）
在銅鑼灣會所舉行中秋茶話會暨
頒發捐贈證書活動，表彰為河南
水災踴躍捐款的鄉親。寧德總會
會長林忠杰以視頻方式發表致
辭，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賴昌武
組織及主持本次活動，寧德市政
協委員、總會常務副會長林貞
誠、汪蘇閩、張曉、傅玉蘭，總
會常務副會長雷德鴻、張賢廈，
總會常務副監事長董品容，寧德市政協委員、總會常務副監
事長余菊英與副監事長馬同建，以及理監事、會員近40人參
加活動。
林忠杰表示，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對於居港寧德鄉

親來說，中秋節是團圓的節日，也是紓解鄉愁的團聚。總會
作為寧德鄉親的大家庭，以中秋茶話會的方式讓鄉親們歡聚
一堂，以鄉音鄉味寄託共同的鄉愁，共敘鄉情，暢敘鄉誼，
畫好同心圓，凝聚向心力。
他還特別強調，今年7月河南省遭遇千年一遇的特大洪

水，災情一直牽動着香港寧德鄉親的心，寧德總會第一時間
向全體鄉親發出捐款倡議，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用愛心馳
援河南的災後重建工作。鄉親們積極捐款，短短幾天就募集
到180500元善款，善款雖然不多，但是表達了香港寧德鄉親
與河南同胞風雨同舟的深厚情誼。

據賴昌武介紹，捐款活動是在林忠杰的提議及支持下舉辦
的，河南災情發生後，林忠杰率先捐出50000元善款並倡議
全體鄉親積極參與，其後汪蘇閩、張曉、林貞誠分別捐贈
30000元、10000元和6000元，在會長的帶領下，許多鄉親
積極參與捐款接龍活動，奉獻愛心。
在活動中，寧德總會給每一位向河南水災捐款的鄉親頒發

了捐贈證書。賴昌武受林忠杰委託，向大家匯報了今年以來
總會的會務工作報告。報告中提到，總會積極參與香港社會
事務10餘次，還分別開展多場愛國主義教育、鄉親聯誼、齊
心抗疫、關愛會員及奉獻公益事業等方面特別有意義的活
動。
另外，為了慶祝中秋佳節並給鄉親們送上節日祝福，這次

總會精心準備了月餅、防疫口罩和家鄉特產贈予給大家，讓
鄉親們共同度過一段快樂的時光。

羅氏集團旗下品牌「香港掂檔」全力策動的「香港掂檔十
大匠人選舉頒獎典禮2020」日前於D2 Place舉行。活動旨在
表揚本地傑出設計品牌及支持香港文化創意發展，並提高大
眾對本地原創設計的了解。典禮由羅氏集團副主席及行政總
裁羅正杰主禮，並邀請到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博士、香港
藝術館總館長莫家詠博士等專業評審出席，頒授獎項予各個
獲獎單位。
為鼓勵本地創作，羅氏集團旗下品牌「香港掂檔」於2018
年首次伙拍文化創意商場D2 Place舉辦「十大匠人選舉」旨
在發掘及表揚具備潛力的本地設計品牌為其提供一個有利的
平台，讓本地設計師得以發揮多元的創新意念，推動本地創
意文化發展。
「我最撐市集」四強入圍市集單位亦可獲 7折優惠租用
D2 Place場地The SPACE舉辦周末市集（最多兩次），勝
出單位更可額外免費租用D2 Place場地The SPACE舉辦周

末 市 集 一
次 以 及 獲
本 地 媒 體
專訪。
「我最撐

匠 人 」 的
冠、亞及季
軍分別可獲
現金獎港幣
三萬元、二
萬元和一萬
元其他得獎者及「我最撐新人」則可獲現金獎港幣三千元，
10位入圍「我最撐匠人」的及「我最撐新人」得獎者亦可獲
指定寄賣服務及市集攤位展示機會，作為羅氏集團及D2
Place支持初創的鼓勵。

為加深全港市民及學生對中國歷史文化國情的認識，聯合
出版集團、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聯合主辦「全民國情知識大
賽」現已展開，涵蓋我國歷史、文化、時事等多個重要範
疇，透過線上輕鬆簡易的選擇題比賽方式，考驗參加者的知
識。大賽設有「全民知識王」邀請全港市民參加競逐，及
「學界知識王」邀予全港中學報名參加。
即日起至10月31日，全港市民均可參與個人線上賽，每位
參加者於有限定挑戰次數，答對題目最多以及最短時間的參
加者，將獲得「全民知識王」殊榮，贏取高達港幣一萬元獎
金。比賽「學界知識王」則分為初中及高中兩組，於線上賽
名列前茅之精英學校將於11月17日在柴灣青年廣場舉行的線
下決賽中展開較量，爭奪「學界知識王」之稱號及其他獎
項。
比賽特設豐富獎金及獎座，鼓勵全民積極學習，同時亦設
置多個學校獎項，表揚學校及老師對教學之付出和參與。

「全民國情知識大賽」現已啟動

●頒獎典禮現場。

●部分參會鄉親大合照。

香港寧德市同鄉總會
舉行中秋茶話會

第三屆「香港掂檔十大匠人選舉」舉行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接近2
年，在國家強而有力

的防控措施下，中國率先
控制了疫情擴散，為全球
防疫抗疫贏取了空間和時
間，保護了無數人的生命
和財產。
病毒無國界。今年9月10

日晚，福建莆田仙遊縣通
報，發現一起境外輸入關聯
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陽性。經
專家研判，本次疫情源頭疑
似為新加坡入境人士林某傑
導致的社區隱藏傳染鏈。
當日晚，莆田市委市政府
及市疫情防控指揮中心在楓
亭鎮多個學校學生連夜進行
核酸檢測。莆田發生新冠肺
炎本土疫情，形勢異常嚴峻，防控任務緊迫繁
重，但是在市委市政府堅強有力的領導下，取
得可喜防控成果。
愛國、愛港、愛家鄉。9月16日，為表達對
莆田市爆發新冠疫情的關心，香港的士司機從
業員總會（總會）堅決響應「莆田加油」號
召：「築牢疫情群防群控、群策群治的堅實防
線」，支持莆田抗疫工作，總會監事長黃鳳明

第一時間在一線支持和配合莆田抗疫工作，無
條件將所屬莆田市涵江好運中心溫泉大酒店，
緊急提供給莆田市政府作為即時定點防控隔離
使用，酒店面積達二十六萬平方呎。
中國加油、莆田加油。黃鳳明的舉動充分表

達的總「架守望相助之橋達服務社會之心」的
愛國精神，為打贏這場疫情攻堅戰，其貢獻出
了一份愛國商人的應有力量。

的總全力支持
內地疫情防控工作

●莆田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