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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一如預期
一如預期加息，點陣圖暗示今明兩年各加息三次，不及預期般鷹派，因此導致美元
暗示今明兩年各加息三次，不及預期般鷹派，因此導致美元
全範圍下跌。上週末
上週末 G20 峰會上，由於美國持反對意見，因此公報草案刪除了 G20 堅持
了十年的“自由貿易”承諾，替換成“強化貿易對經濟的貢獻，促進更多包容與公平，減
少步平等”措辭
少步平等”措辭。本周關注紐西蘭央行貨幣政策會議，以及主要經濟体
，以及主要經濟体 PMI。

美元指數

現價：兌美元 100.25; 兌港元 7.7627

本周市場焦點：
：
美聯儲主席耶倫言論， 月 Markit PMI，2 月耐用品訂單，2
美聯儲主席耶倫言論，3
月耐用品訂單， 月新屋銷售
 美聯儲一如預期加息 25 個基點，但預計今年只會再加息兩次，
加息兩次，2018 年將加
息三次。美聯儲傳達的信息不太鷹派，因此導致美元大範圍轉弱，美國國債
收益率也應聲下跌。
收益率也應聲下跌。FOMC
會議後，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聯儲主席 Kashkari 在
17 日講話中指出，在縮表計劃到位前應當推遲下一次加息。本周將有更多美
聯儲官員講話，市場將關注其措辭。 特朗普公佈首份 1.1 萬億美元的預
聯儲官員講話，市場將關注其措辭。另外，特朗普公佈首份
算藍圖，其中國防開支將增加 540 億美元，政府開支遭大規模削減。然而，
該預算藍圖並沒有包括 1 萬億基建計劃，因此對美元無法帶來支撐。
財資處
，現況指數創近 17 年新高。但 2
產品開發及市場銷售  美國 3 月密歇根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報 97.6，現況指數創近
劉碧成
月工業生産持平，遜於預期， 五年通脹預期跌至歷史低位。美元、美債
月工業生産持平，遜於預期，同時五年通脹預期跌至歷史低位。美元、美債
郭蔓怡
收益率因此下跌。
全球資金研究
李若凡
姜靜

歐元

現價：兌美元 1.0752; 兌港元 8.3462
462

本周市場焦點：
：
歐洲央行經濟報告，
歐洲央行經濟報告，歐元區
3 月 PMI ，歐元區 1 月經常帳
歐元區貿易盈餘少於預期，回落至
貿易盈餘少於預期，回落至 157
未來兩周走勢
億元的水平。歐洲央行管委表示歐洲央
歐洲央行管委表示歐洲央
兌美元
兌港元
行可能即將加息，該言論帶動歐元進一 支撐位○1 ：1.0500
00 支撐位○1 ：8.1508
步走高。最新民調顯示，法國極
最新民調顯示，法國極右翼候 支撐位○2 ：1.0494
494 支撐位○2 ：8.1462
選人勒龐在首輪大選中較馬克龍的領
先優勢擴大，使歐元
先優勢擴大，使歐元稍微回落後，在近
阻力位○1 ：1.0800 阻力位○1 ：8.3837
期較高水平盤整
期較高水平盤整。
阻力位○2 ：1.0829 阻力位○2 ：8.4062

英鎊

現價：兌美元 1.2383; 兌港元 9.6124

本周市場焦點：
英國 2 月 CPI，2 月 PPI，2 月零售銷售，2 月零售物價指數
英國 3 月 Rightmove 房屋價格按月升
未來兩周走勢
幅 收 窄 至 1.3% ， 按 年 升幅則 持平於
兌美元
兌港元
2.3%。英國央行按兵不動，但由於八
個月來首次由官員支持加息，因此支持 支撐位○1 ：1.2100 支撐位○1 ：9.3929
英鎊上升。英國首相稱現在不是蘇格蘭 支撐位○2 ：1.1960 支撐位○2 ：9.2842
公投的時候，而蘇格蘭首席部長則表示 阻力位○1 ：1.2700 阻力位○1 ：9.8586
並沒有要現在進行公投，這使得英國内 阻力位○2 ：1.2750 阻力位○2 ：9.8974
部政策風險得以緩和。
日元

現價：兌美元 112.61; 兌港元 0.0689

本周市場焦點：
日本央行會議紀要，2 月貿易收支，1 月所有產業活動指數，3 月製造業 PMI
日本 1 月工業生産 按 月跌 幅 收 窄 至
未來兩周走勢
0.4%，按年升幅則擴大至 3.7%，反映
兌美元
兌港元
弱日元對日本出口帶來支撐。日本央行
無視美國加息，在議息會議中保持鴿派 支撐位○1 ：112.00 支撐位○1 ：0.0658
立場，稱日本經濟繼續溫和復甦，同時 支撐位○2 ：111.50 支撐位○2 ：0.0649
維持經濟評估不變。由於美元回落，因 阻力位○1 ：118.00 阻力位○1 ：0.0693
此日元料短期呈現升值趨勢。
阻力位○2 ：119.60 阻力位○2 ：0.0696
加元

現價：兌美元 1.3337; 兌港元 5.8204

本周市場焦點：
加拿大 2 月 CPI 及核心 CPI，1 月零售銷售
IEA 稱原油上半年或轉爲供應缺口，EIA
未來兩周走勢
原油庫存也出現十 周來首次下 降，跌
兌美元
兌港元
23.7 萬桶。再加上沙特石油部長稱必要
時延長減產協議，支持油價反彈。但美 支撐位○1 ：1.3000 支撐位○1 ：5.7201
國活躍石油鑽井機數連升 9 周，並創一 支撐位○2 ：1.2969 支撐位○2 ：5.7079
年半新高。上週對沖基金增持近八萬份 阻力位○1 ：1.3571 阻力位○1 ：5.9713
做空合約，原油空倉增幅創 34 年來第
阻力位○2 ：1.3600 阻力位○2 ：5.9856
二大。油價因此在低位盤整。

澳元

現價：兌美元 0.7704; 兌港元 5.9803

本周市場焦點：
澳洲央行會議紀要，2 月 Westpac 領先指數，第 4 季房屋價格指數
澳洲 2 月失業率有所上升，從上月的
未來兩周走勢
5.7%升至5.9%，就業人數亦下跌6400
兌美元
兌港元
人，而就業參與率則穩定在 64.6%，數
1
1
據顯示澳洲就業市場轉弱。但美金走 支撐位○：0.7411 支撐位○：5.7529
弱，支持澳元。中國鐵礦石庫存高企， 支撐位○2 ：0.7000 支撐位○2 ：5.4339
意味著 對 鐵礦石 的 需求 可能有 所 減 阻力位○1 ：0.7741 阻力位○1 ：6.0091
少，這或利淡澳元。
阻力位○2 ：0.7772 阻力位○2 ：6.0332
紐元

現價：兌美元 0.7029; 兌港元 5.4565

本周市場焦點：
紐西蘭央行貨幣會議，2 月貿易收支
受上季度經濟增長放緩影響，紐西蘭第
未來兩周走勢
一季消費者信心指數由 113.1 回落至
兌美元
兌港元
111.9 的水平。第 4 季 GDP 遜於預期，
1
1
季度 增 長僅 達 0.4% ， 這仍 將利 淡紐 支撐位○：0.6881 支撐位○：5.3415
元。美紐之間的貨幣政策分歧，也可能 支撐位○2 ：0.6862 支撐位○2 ：5.3268
令紐元受壓。IMF 指出紐元高於長期均 阻力位○1 ：0.7393 阻力位○1 ：5.7390
值，認爲紐儲行貨幣政策合理。
阻力位○2 ：0.7482 阻力位○2 ：5.8081
離岸人民幣

現價：兌美元 6.8871; 兌港元 1.1271

本周市場焦點：
中國央行逆回購和 MLF 中標利率均上
未來兩周走勢
調 10 個基點。但中標利率上行並不意
兌美元
兌港元
味著加息，而是表明央行去杠杆和控制
1
1
資產泡沫的決心。由於今年通脹預期並 支撐位○：6.8649 支撐位○：1.1205
不高，我們認爲央行加息可能性小。2 支撐位○2 ：6.8500 支撐位○2 ：1.1186
月一二綫城市房價漲幅有所回升，三綫
城市繼續保持較高增速。因此在過去半 阻力位○1 ：6.9279 阻力位○1 ：1.1308
個月内，已有 16 個城市啓動或升級了 阻力位○2 ：6.9395 阻力位○2 ：1.1332
樓市限購政策，以抑制樓市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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