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新酒牌公告
金玡居(西九)

現特通告：薛光吉其地址為九龍西九
文化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地下低層
MUSEUM CAFE 2鋪，現向酒牌局
申請位於九龍西九文化區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地下低層MUSEUM CAFE
2鋪金玡居(西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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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
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2年5月24日

	 楊加毫（YEUNG	KA	HO）	 申索人
	 對
	 港訊網絡有限公司（SMART-INFO	LIMITED）	 被告人

通			告
　　勞資審裁處現接獲申索人楊加毫（YEUNG	KA	HO）入禀申
索，向被告人港訊網絡有限公司（SMART-INFO	LIMITED）追討申
索款項。本案將在九龍加士居道36號2樓第7號法庭聆訊，日期時間
是2022年6月27日上午9時15分。被告人可向九龍加士居道36號地
下勞資審裁處登記處索取此申索書副本一份。如在本通告日期起計
二十一日內被告人仍不與該登記處聯絡，法庭可在其缺席情況下進
行聆訊。
日期：2022年5月20日

司法常務主任
此通告刊登在香港發行之中文報章文匯報一天

香港特別行政區
勞資審裁處

申索書編號：LBTC5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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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浩榮

宜投資短天期債券降低利率風險
美國聯儲局官員上周再有鷹派言論，債市一度面

臨逆風，但隨市場避險氣氛轉濃，避險債券表現相

對較佳。根據美銀美林引述EPFR統計顯示，上周

全球主要債市持續呈現淨流出狀態，其中以新興市

場債單周淨流出約61.1億美元，幅度較大，而投資級債單周淨流

出金額較前值下降為3.4億美元，為幅度相對和緩者。◆安聯投信

紐元延續升勢 寄望本周央行加息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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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5.1，前值55.7
5月服務業PMI初值，預測58.6，前值58.9
5月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初值，預測57.3，前值57.6
5月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4.0，前值54.6
5月服務業PMI初值，預測57.2，前值57.6
5月綜合PMI初值，預測54.0，前值54.3
5月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4.9，前值55.5
5月服務業PMI初值，預測57.5，前值57.7
5月綜合PMI初值，預測55.3，前值55.8
5月綜合PMI初值，預測57.4，前值58.2
5月製造業PMI初值，預測55.1，前值55.8
5月服務業PMI初值，預測57.3，前值58.9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7.9，前值59.2
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5.4，前值55.6
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前值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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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投信表示，美聯儲主席上周
表示為了抑制高通脹，美聯儲

必要時會將利率升至中性水平之上，
相關鷹派發言使債市資產多走跌，不
過隨着股市動盪使市場避險情緒增
溫，部分資金回流避險債券。觀察市
場情緒指標－美國10年期國債孳息
率過去一周內下跌 14個基點收於

2.78%。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經理人

許家豪表示，隨着烏俄地緣政治動盪
拉高原物料價格，今年上半年全球通
脹持續偏高，美聯儲也相應的於3月
及5月進行兩次升息，年底前可能會
將利率拉至長期水平之上，而過往相
對鴿派的歐洲央行也可能因為通脹高

漲於下半年進行升息。整體來說，
受到通脹狀況影響，我們認為已開
發國家央行利率正常化的步調將快
於預期。

操作上建議宜保持彈性
在總體經濟部分，許家豪表示，4

月份全球採購經理人指數較前值略
降至52.2，經濟仍維持穩健擴張但
增速放緩；進一步分析，可發現已
開發國家整體仍呈穩健擴張，新興市
場則略落於擴張臨界值50以下，成
長動能降低。展望後市，受到原物料
高漲影響，分析機構多下調2022年
全球經濟增長率，我們對於上半年經
濟表現審慎看待，不過隨着各國陸續
解除更多疫情相關管制措施、民眾消
費可望增溫，下半年經濟表現依然可

期。
許家豪表示，因烏俄地緣政治動盪

使原物料與能源價格維持高位，目前
通脹預期仍偏高，央行可能會被迫相
應的採取緊縮政策加以抑制，市場波
動短期內恐難降溫，故在投資操作上
建議宜保持彈性，並視市場氣氛與資
產評價進行調整。
在債市的投資建議上，許家豪表
示，由於未來利率風險恐因貨幣政策
緊縮而易升難降，故建議可藉由調整
投資組合降低利率敏感度，減少債券
受到利率走升對價格帶來的衝擊；此
外，因美債殖利率曲線朝向趨平發
展，短天期債券之收益率與長天期債
券差距已不大，故建議可在債券挑選
上聚焦短天期的多元券種，追求收益
時也降低投資組合波動。

美元兌加元上周三受制1.2895阻力
走勢偏弱，本周初曾向下逼近1.2770
水平逾兩周低位。加拿大統計局上周
三公布4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攀
升至6.8%逾31年高點，進一步高於
3月份的6.7%，數據顯示通脹水平遠
高於央行1%至3%之間的通脹目標範

圍之外，第2季通脹率已有機會高於
央行4月份貨幣政策策報告內預測的
5.8%水平，不排除加拿大央行下周
三會議將續有加息行動。
另一方面，本周初反映德國企業信

心的5月份Ifo指數攀升至93水平，
連續兩個月回升之際，歐洲央行行長
拉加德同日在央行公布關於歐元區貨
幣政策正常化的貼文中表示，繼疫症
大流行緊急購債計劃已如期在今年首

季結束，
資產購買

計劃亦將於第3季早段完結，並預期
央行將在7月21日政策會議上作出加
息行動。拉加德的貼文引致歐元反覆
攀升至1.0685美元水平4周高位，美
元指數進一步延續過去1周多以來的
下行走勢，險守102水平，連帶商品
貨幣亦表現偏強，美元兌加元未能企
穩1.28水平。隨着紐約期油上周四持
穩每桶105美元水平後連日反彈，本
周初重上111美元，對加元構成支
持，預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
1.2680水平。

美元回落 金價上移
上周五紐約6月期金收報1,842.10
美元，較上日升0.90美元。現貨金價
本周初持穩1,843美元走勢偏強，一
度重上1,865美元兩周高位。美元指
數本周初回落至102.07水平，走勢有
趨於下行傾向，有助現貨金價延續自
上周初的上移走勢，有機會向上衝破
過去兩周位於1,860至1,865美元之間
的阻力位。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上試
1,880美元水平。

加拿大通脹續攀升 加元反覆偏強
動向金匯

馮強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元周一延續上周的回調走勢，而對風險
敏感的貨幣全面上漲，市場寄望內地放鬆防
控將有助於全球增長。上海封控正在逐步收
尾，這個擁有2,500萬人口的城市預計將解除
全城封控，從6月1日起恢復更正常的生活。
歐元兌美元重登1.06水平上方，英鎊兌美元
觸高至1.26，強於預期的零售銷售數據提
振。紐元兌美元創三周新高；澳元同樣亦見
飆升，投資者對工黨在上周末贏得大選勝利
反應平淡，民調本已預測中左翼的工黨獲
勝，而且預計不會改變加息的走向或
步伐。地緣政治是本周亞洲的焦點，
美國總統拜登正訪問亞洲，旨在促進
美國加大對亞洲地區的經濟參與，並
尋求對抗中國的影響力。

澳元兌美元反彈料延續
澳元兌美元走勢，隨着匯價過去

一個多月時間持續走低，形成一下降
趨向線於0.7060水平，剛在本周一
已見初步出現突破，而圖表亦見
MACD指標剛上破信號線，可望澳
元兌美元的反彈步伐將見加劇。以近
一輪的累計跌幅計算， 38.2%的反
彈幅度為0.7115水平，正接近於周
一所觸及的高位；若再而擴展至
50%及 61.8%的幅度則為 0.7200 及

0.7290水平。較大阻力將指向0.74水平。至
於下方支撐預估在0.70及0.6970，下一級參
考本月低位看至0.6829。
紐元兌美元升至兩周高位0.6490，新西蘭

央行已經在這一輪緊縮周期中遙遙領先，市
場普遍預計央行周三將再加息 50基點至
2.0%。技術圖表可見，RSI及隨機指數維持
着上揚走向，而且匯價同時亦已明確上升趨
向線阻力，估計紐元在中短期有望繼續走
穩，當前較大阻力料為0.6500水平，進一步
看至50天平均線0.6670及0.68水平。至於下
方支撐將看至0.6360及0.6280水平，較大支
撐參考本月低位0.6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