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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通膨高漲、成長放緩及美聯儲貨幣政策將轉
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
趨緊縮等擔憂衝擊，史坦普 500 指數自歷史新高拉
回整理，國際貨幣基金也將美國今年經濟成長率預
估下調 1 個百分點至 6.0%，2022 年則上調 0.3 個百

分點至 5.2%。根據富蘭林坦伯頓基金集團旗下凱利投資團隊追蹤
涵蓋消費面、企業活動及金融面共 12 項指標所編纂的衰退風險儀
表板顯示，9 月底12 項指標均位於綠燈或擴張區間，顯示美國經濟
基本面仍屬穩健，且金融面也維持寬鬆。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美國
經濟增長雖然放緩但仍穩

健，股市漲多回檔以良性調整看
待，提供空手者分批加碼、擇優布
局的機會。
鑒於類股輪動加快，價值循環股
在通脹及利率上揚環境下有表現空
間，創新帶動科技及生技醫療產業
長期結構成長趨勢不變，建議投資
組合中創新成長及價值循環股兼
備，穩健者可透過產業多元布局的
美國平衡型基金介入。

美經濟第四季或重拾動能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旗下凱
利投資策略師傑佛瑞．修茲認為，
Delta 變種病毒對美國經濟影響應
已觸頂，經濟有望從夏季放緩中重
新加速，儘管可能需要 1 至 2 個月
才會反映在經濟數據上，但從調查
數據來看，9 月 ISM 製造業指數出
現改善，新訂單分項指數保持在
66.7 的健康水平，近周花旗經濟驚
奇指數亦出現觸底反彈，預估進入
第四季至 2022 年初美國經濟成長

●富蘭克林投顧

可望重拾動能。

美聯儲續偏鴿將利好美股
傑佛瑞．修茲認為，美國正處於
從疫情大流行邁入經濟重啟過程的
最後階段，重返校園及辦公室、商
業旅行增加、服務支出可望出現更
持久的改善，消費者有大量超額儲
蓄可運用，在終端需求驅動下，企
業將持續回庫存及維持資本投資。
另一方面，儘管金融市場面臨的
主要風險仍是病毒變異，但世界多
數地區持續學習與病毒共存，尤其
新冠口服藥物試驗傳出好消息，這
可能會改變遊戲規則，有助全球經
濟持續朝正常化邁進。
整體而言，美國經濟增長率觸頂
放緩但仍強勁，預估在未來 12 至
18個月內仍將保持高於趨勢水平，
雖然復甦路途可能顛簸，緊繃的勞
動市場和供應鏈瓶頸未來可望逐步
緩和，經濟重新加速可望挹注獲
利，即使美聯儲 11 月宣布縮減購
債、整體政策仍偏鴿派，這些有利
因素均將支持美股延續漲勢。

加息預期升溫 英鎊擴大升幅
*6'

金匯 動向
馮強
英鎊本周二在 1.3570 美元附近獲得較大
支持走勢轉強，周四曾向上逼近 1.3735 美
元水平約兩周高位。美國本周三公布 9 月
份消費者物價指數按年攀升 5.4%，重上 13
年高點，同日美國聯儲局 9 月份會議記錄
顯示有機會在下月開始作出緊縮行動。不
過美元指數本周連日受制 94.56 至 94.53 之
間的阻力後反而升幅放緩，周四更掉頭回
落至 93.75 水平逾 1 周低位，帶動英鎊重上
1.37美元水平。
英國本周二公布 6 月份至 8 月份期間的就
業職位增加 23.5 萬份，失業率為 4.5%，數
據較 5 月份至 7 月份期間好轉，而本周三公
布的 8 月份經濟則按月增長 0.4%，較 7 月
份的 0.1%收縮有改善，主要是 8 月份服務
業指數掉頭回升 0.3%，高於 7 月份的 0.1%
跌幅，而 8 月份工業生產有 0.8%升幅，高
於 7 月份的 0.3%升幅，數據反映英國第 2
季經濟未有過於轉弱。
隨部分英國央行決策委員本周早段作
出通脹升溫的發言，預示英國 10 月 20 日公
布的 9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可能顯著
高於 8 月份的 3.2%水平，增加市場對英國
央行最早在 11 月 4 日會議採取加息行動的
預期，不排除英鎊將進一步收復上月的跌
幅 。 預 料 英 鎊 將 反 覆 重 上 1.3850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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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金價料反覆走高
周三紐約 12 月期金收報 1,794.70 美元，
較上日升35.40 美元。雖然市場預期聯儲局
最快下月開始收緊政策，不過美國 10 年期
債息本周二觸及1.65%逾 4 個月高點便掉頭
回落，周四曾下跌至 1.52%水平，引致現
貨金價本周早段守穩1,750 美元支持位便連
日急速反彈，周四重上 1,800 美元水平 3 周
高位。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820 美
元水平。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重上 1.3850 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 1,820 美元水
平。

美元回吐 商品貨幣料受惠
金匯 出擊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元兌主要貨幣周四下跌並觸及九日來的
最低水平，自最近漲勢中回落；而英鎊、澳
元和紐元則上漲。在上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美國9月消費者物價穩步攀升，隨最近能
源價格飆升，未來幾個月物價可能會進一步
上漲，這可能會迫使美聯儲更快採取行動讓
政策正常化。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將
比之前預期的更快收緊貨幣政策的預期，支
撐美元過去兩個月均告上漲；但在近兩日美
元開始出現顯著回調，估計是因多倉獲利了
結所致，始終美聯儲收緊政策前景多少已反
映在近期的升勢當中。
紐元兌美元本周顯著上揚，最重要是在本
周四突破了區間頂部0.70關口，之前兩周多
時間一直處於橫盤，上方就是連日受制此關
口，故在目前破位後，預料後市將衍生頗大
的延伸上漲動力；另外，技術圖表亦見，RSI

及隨機指數維持走高，而MACD指標亦剛上
破訊號線，對紐元而言均是重要的技術訊號。
以今年的累計約650點的跌幅計算，38.2%的
反彈水平為0.7060，擴展至50%及61.8%則
為0.7140及0.7215。而剛於9月觸及的高位
0.7170亦值得留意。至於下方則回看0.70關
口為反制支撐，關鍵可參考近月築起的上升
趨向線位於0.6890水平。

加元阻力位料於 1.2430
美元兌加元方面，匯價自 9 月中旬以來
一直拾級下行，至本周四觸見 1.2370 的三
個月低位。圖表見 RSI 及隨機指數處於嚴
重超賣區域，但尚未見有回升跡象，而近
期匯價下行所形成的趨向線阻力位於
1.2430 水平，亦即後市需突破此區，才有
望美元兌加元有再復上揚的初步訊號；
之後延伸目標將參考 100 水平均線 1.25 以
至 25 天平均線 1.2630 水平。下方支持則估
計在1.2250以至1.2150水平。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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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8月未經季節調整的貿易收支‧預測順差161億‧前值順差207億
10月紐約聯儲製造業指數‧預測27.0‧前值34.30
9月進口物價月率‧預測+0.6%‧前值-0.3%
9月出口物價月率‧預測+0.6%‧前值+0.4%
9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2%‧前值+0.7%
9月扣除汽車的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5%‧前值+1.8%
8月企業庫存月率‧預測+0.6%‧前值+0.5%
10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預測73.1‧前值72.8
10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現況指數初值‧預測82.0‧前值80.1
10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預期指數初值‧預測70.3‧前值6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