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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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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第一季經常帳收支，預測赤字2,733億，前值赤字2,179億
初請失業金人數(6月18日當周)，預測22.5萬，前值22.9萬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6月18日當周)，前值21.85萬
續請失業金人數(6月11日當周)，預測131.5萬，前值131.2萬
6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6.4，前值57.0
6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3.6，前值53.4
6月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前值53.6

投 資 理 財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37.50水平。
金價：將反覆重上1,860美元水平。

央行寬鬆政策不變 日圓反覆下行
動向金匯

馮強

美元兌日圓上周四守穩131.50走勢連日轉
強，迅速重上135水平，本周早段升幅擴大，
周三曾向上挨近136.75水平約24年高位。美
國聯儲局頗有機會於7月份及9月份繼續大幅
加息之際，日本央行上周五會議宣布維持超寬
鬆政策不變，同日美元兌日圓急速從132水平
回升至135水平，結束日圓連續兩天的反彈。
雖然日本首相本周初曾與黑田東彥談及日

圓跌勢，而日本財務大臣鈐木俊一本周二亦
對日圓下跌作出口頭干預，但隨着市場確定
日本央行與其他主要央行間的政策分歧將持
續趨於加劇，日圓反而進一步擴大跌幅，美
元兌日圓本周三大部分時間高處於135.80至
136.75之間。
另一方面，歐洲央行政策趨緊，市場對歐

洲央行將於7月份及9月份連續兩次會議均有
加息行動的預期升溫，歐元兌日圓交叉盤本
周三再次向上觸及144.00水平，有機會挑戰

過去兩周以來位於144.25的7年半高位，增加
日圓的下行壓力。此外，美國聯儲局主席鮑
威爾將於本周三及周四連續兩天就貨幣政策
發表談話，若果其言論立場偏鷹，美國10年
期長債息率進一步攀升，則預料美元兌日圓
將反覆走高至137.50水平。

金價反覆重上1860美元
周二紐約8月期金收報1,838.80美元，較上

日下跌1.80美元。現貨金價周二受制1,843美
元阻力走勢偏軟，周三在1,823美元獲得較大
支持呈現反彈，再次向上逼近1,843美元水
平。鮑威爾與其他聯儲局決策官員將於周三
晚相繼發言之前，美元指數卻在觸及104.96
水平後便掉頭回落，依然未能重上105水平，
有助抑制金價跌幅。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
上1,860美元水平。

科技園恒生建「未來分行體驗館」
支援大灣區拓展港上月廣告開支按月升18.5%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

廣告媒體監察公司ad-

manGo數據顯示，隨着本港第

五波疫情在4月緩和，社交距

離措施開始放寬，經濟活動逐

漸回復正常，本港廣告開支繼

4月份錄得按月8.8%升幅後，

5月份更錄得按月18.5%的升

幅。滙豐是5月份廣告開支額

最多的品牌，按月增64%；牛

奶公司5月廣告開支額雖排第

二位，但增幅則達135%，居

十大開支額最多公司之首。

根據admanGo數據顯示，在媒體
方面，各主要媒體隨着第五波疫

情受控下，廣告開支亦開始重拾升
軌，當中電視廣告的廣告開支在4、5
月的開支分別按月上升7.6%及9.3%。
另外，流動廣告在4月錄得按月上升
1.8%，5月的廣告開支更錄得按月高
達23%升幅。社交媒體的廣告開支更
在3至5月份錄得4%按年升幅，在4、
5 月則分別錄得按月上升 19.3%及
17.5%。
admanGo指，單計5月的廣告開支

已回復至去年同期水平。

十大最高行業 銀行居首
數據顯示，十大廣告開支最高行業
在今年5月份普遍錄得按月升幅。其
中排名第一的銀行、信用卡及投資服
務的廣告開支於5月則錄得21%按月
上升，總計在3至5月的廣告開支與去
年同期相若。而在十大最高廣告支出
品牌集團中有兩個同屬銀行業，當中
排第一位的滙豐集團及第六位的花旗
集團在5月的廣告開支分別按月上升
64%及33%。

排名第二的藥物及醫護在5月的廣
告開支按月上升17%，當中的避孕產
品在 5月的廣告開支按月上升高達
263%，以升幅計是在行業內最高。
排名第三的浴室及家居用品在4月

份錄得36%按月升幅，而5月更錄得
按月高達40%上升，而佔行業比重最
高的口腔護理用品業務，廣告開支在
於4、5月分別錄得67%及64%按月升
幅。

滙豐牛奶公司分佔首次席
另外，不少品牌集團的廣告開支在5

月都錄得按月升幅，其中排名第二位
的牛奶公司集團的廣告開支在5月錄
得高達135%按月升幅，以升幅計在十
大最高廣告支出品牌集團中居首。
排名第三位的寶潔在5月的廣告開

支按月上升56%。第五位的三星在5
月的廣告開支主要是用作推廣旗下
GalaxyS22系列手提電話，廣告開支
按月上升5%。排名第七、八及九位的
LVMH集團、資生堂集團及屈臣氏集
團，在5月的廣告開支亦分別按月上
升27%、95%及27%。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科技園公司
與恒生銀行宣布，延續及提升雙方合
作，在未來三年推動香港商業創新和
數碼發展，推出一系列合作項目包括
建立全港首個「未來分行體驗館」、
支援創新企業進軍大灣區的計劃，以
及其他培育和投資活動。最新合作項
目之一「未來分行體驗館」將為技術
測試及分行服務提供真實的商業試驗
場景，促進開發以客為本的數碼創新
方案。該體驗館將集技術和行業合作
夥伴，共同創建更多銀行服務方案，

為客戶提供線上線下服務體驗。其他
合作項目包括恒生為有意進軍大灣區
的科學園園區公司提供一系列針對性
的銀行及金融支援服務。
另外，在多間頂尖企業及初創當

中，恒生是科技園公司旗下九龍塘創
新中心內FinTechCentre的首個企業
夥伴。FinTechCentre促進了金融科
技生態圈之間直接而高效的交流及合
作，並推動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探索
潛在的合作機會，攜手推動香港金融
服務創新。

◆（由右至左）香港科技園公
司策略夥伴總監柯志成、恒生
銀行策略及企業發展總監兼行
政總裁辦公室主任李文龍、恒
生銀行分行網絡業務主管袁妙
齡、香港科技園公司大灣區發
展總監莫偉軒。

◆香港科技園公司與恒生銀行
最新的合作包括全港首個「未
來分行體驗館」、支援創新企
業進軍大灣區的計劃，以及其
他一系列投資及培育計劃。圖
為四間科學園園區公司向恒生
銀行展示他們的創新方案。

投委會提升市民理財應變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 投資者及理財教

育委員會（投委會）昨發表2021-22
年報，總結過去一年在香港推動投資
者及理財教育的主要措施。
於新冠疫情帶來的挑戰下，投委會

以數碼為首的多元化方式聯繫大眾，
持續提升香港市民的理財能力。
報告亦簡介投資者及理財教育的主

要趨勢和發展，以及投委會如何回應

及滿足公眾及不同群組的學習需要。
投委會主席杜淦堃表示，理財能力

是協助個人明智理財及應對突發事件
的重要技能。
近年，投委會留意到新冠疫情進一

步加劇大眾需要提高投資者及理財
教育的迫切性，以助他們改善個人
財務管理及決策，和建立財務抗逆
能力。

5月份十大最高廣告支出行業
排名 行業 行業廣告支出

按月變幅
1 銀行、信用卡及投資服務 +21%

2 藥物及醫護 +17%

3 浴室及家居用品 +40%

4 地產 +7%

5 化妝及護膚用品 +47%

6 零售 +59%

7 電器 +1%

8 飲品 +18%

9 餐廳 +47%

10 保險 +73%

5月份十大最高廣告支出品牌
排名 品牌/集團 品牌廣告支出

按月變幅
1 滙豐集團 +64%

2 牛奶公司集團 +135%

3 寶潔 +56%

4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 -11%

5 Samsung +5%

6 花旗集團 +33%

7 LVMH Group +27%

8 資生堂集團 +95%

9 屈臣氏集團 +27%

10 利潔時 -12%

◆◆本港廣告開支本港廣告開支55月份錄得按月月份錄得按月1818..55%%的的
升幅升幅，，當中滙豐是該月份廣告開支額最當中滙豐是該月份廣告開支額最
多的品牌多的品牌，，按月增按月增6464%%。。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通脹加劇 英鎊料傾向走穩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周三公布數據顯示英國消費者物價漲幅創下
40年新高，鞏固了對英國央行在未來幾個月
擴大加息的押注。食品價格飆升將消費者物價
漲幅推高至9.1%，是七國集團(G7)中最高的通
脹率，凸顯出生活成本造成壓迫的嚴重程度。
整體數據符合市場預期，數據其發布後，貨幣
市場價格顯示，市場預期英國央行8月加息25
個基點的幾率為100%。預期加息50個基點的
機率保持在60%以上。
英鎊兌美元在數據公布後雖然一度跌見至

1.2160水平下方，但之後已見扳回跌幅。在兌
美元三周連跌之後，英鎊兌疲軟的美元上漲，
遠離上周觸及的2020年3月低點1.1934美元。
然而，英國30年來最大的鐵路工人罷工增加
了政府的壓力，要求政府採取更多措施，幫助
面臨幾十年來最嚴峻經濟打擊的英
國人。
技術圖表所見，RSI及隨機指數

均自超賣區域回升，MACD指標亦
正傾向上破信號線，料見英鎊兌美
元可續作上揚，當前阻力先看25天
平均線1.2430，其後將會矚目於延
伸自2月份的下降趨向線，目前位於
1.2510水平，同時亦交疊着50天平

均線所在位置，若後市可衝破此區，料見英鎊
升勢可再而加劇，下一級阻力預估在1.28以至
1.30關口。至於支持位估計1.2150及1.20關
口，下一級看至1.1930水平。

美元兌瑞郎險守0.96關
隨着投資者再次對全球增長前景感到緊張，

美元兌多數主要貨幣仍見走穩，日圓則創下
24年新低，因美國及歐洲債券收益率上升，
與日本的低利率形成鮮明對比。日本和美國公
債的收益率差不斷擴大，打壓日圓持續走弱。
然而，美元兌瑞郎則反見徘徊於近期低位，本
周險守着0.96關口，而圖表亦可見RSI及隨機
指數均告回跌，同時自五月以來的匯價走勢，
正形成了一組頗為均稱的雙頂形態，短線料美
元兌瑞郎傾向作進一步下破，較大支持將看至
100天平均線0.95以至250天平均線0.9320水
平。至於阻力為料為0.9720及0.98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