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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發生槍擊案，卻無阻市場對法國大選的擔憂減退，主因是民調顯示馬克龍與勒龐的支
持率差距進一步擴大。另外，財報利好及美國財長重申年内推出稅改，支持美股反彈。本
周關注主要經濟體 PMI，以及法國大選。
美元指數

現價：兌美元 99.812; 兌港元 7.7751

本周市場焦點：
美國 3 月工業生產及新屋動工，4 月 Markit PMI，3 月領先指數，3 月成屋銷售
 美國上週請失業金人數雖差過預期，微升至 24.4 萬，但仍處於極低的水平，
而續請失業金人數降至約 17 年以來最低，顯示美國勞動力市場在持續收緊。
3 月領先指數再升 0.4%，超過預期，再創愈十年新高。而 4 月費城製造業指
數則降至 22，創去年 12 月以來新低，反映製造業活動擴張顯著放緩。
 早前市場對加息的預期降溫，但美聯儲官員 Kaplan 出來“放鷹”。他指美聯
儲政策仍寬松，但沒有人們認為的那樣寬松，美聯儲對於 2017 年加息三次的
預估中值仍是合理的基準情形。另外他認爲美聯儲可以在今年晚些時候或明
年初縮減資產負債表，但適宜逐步進行縮表。
財資處
產品開發及市場銷售  美國財長再提及特朗普政府接近推出“重大稅改”，並希望在年底前在國會
劉碧成
獲得通過，股票市場受到鼓舞。國會下周是否通過醫改以及預算案將成焦點。
郭蔓怡
全球資金研究
李若凡
姜靜

歐元

現價：兌美元 1.0721; 兌港元 8.3355

本周市場焦點：
歐元區 3 月 CPI，2 月貿易收支及經常帳，4 月 Markit PMI 及消費者信心指數
歐元區 4 月消費者信心有所改善，由-5
未來兩周走勢
升至-3.6 並優於預期，數字創近 10 年
兌美元
兌港元
新高。得益於馬克龍在法國大選前支持 支撐位○1 ：1.0500 支撐位○1 ：8.1639
率反超勒龐，政治不確定性下跌，法國 支撐位○2 ：1.0494 支撐位○2 ：8.1592
股指收漲 1.5%領跑歐洲主要股指，歐
元隨著德國國債收益率上漲。法國巴黎 阻力位○1 ：1.0900 阻力位○1 ：8.4749
香榭麗舍大街發生針對警察的槍擊案 阻力位○2 ：1.1010 阻力位○2 ：8.5604
件，暫時未見事件影響市場情緒。

英鎊

現價：兌美元 1.2802; 兌港元 9.9538

本周市場焦點：
英國 3 月零售銷售
英國首相文萃珊提議在6月 8日進行大
選，希望借此機會擴大議會的控制，為
推進英國退歐清除障礙。英國下議院壓
倒性通過提前大選議案。市場認爲控制
議會將帶來穩定的政治基礎 及寬鬆的
財政政策，而經濟復甦及通脹加速將支
持加息，利好英鎊走強。目前民調顯示
大部分人支持文翠珊的退歐計劃。
日元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2100 支撐位○1 ：9.4079
支撐位○2 ：1.1960 支撐位○2 ：9.2990
阻力位○1 ：1.2900 阻力位○1 ：10.0299
阻力位○2 ：1.2920 阻力位○2 ：10.0454

現價：兌美元 109.36; 兌港元 0.0711

本周市場焦點：
日本 3 月貿易收支，4 月製造業 PMI，2 月第三產業指數
日本 3 月進口和出口按年分別大幅增
未來兩周走勢
長 15.8%和 12.0%，優於預期，第一季
兌美元
兌港元
經濟或繼續受強勁貿易活動的支持。日
本 4 月日經製造業指數上升至 52.8。 支撐位○1 ：108.13 支撐位○1 ：0.0676
日本央行行長稱，日本經濟好轉，但日 支撐位○2 ：108.00 支撐位○2 ：0.0659
元升值不利通脹，因此將維持 QE 步 阻力位○1 ：115.00 阻力位○1 ：0.0719
伐，該言論使日元轉弱。美日利差意味
2
2
著 108.50 是美元對日元的支持位。 阻力位○：118.00 阻力位○：0.0720
加元

現價：兌美元 1.3474; 兌港元 5.7708

本周市場焦點：
加拿大 3 月成屋銷售，3 月 CPI 及核心 CPI
美國原油庫存下滑幅度小於預期，產量
未來兩周走勢
達到每日 925.2 萬桶，創 2015 年 8 月
兌美元
兌港元
以來最高水平，導致原油價格進一步重
1
1
挫 4%。IEA 數據顯示 OECD 原油庫存 支撐位○：1.3000 支撐位○：5.7292
高於五年平均水平。OPEC 成員國沙 支撐位○2 ：1.2969 支撐位○2 ：5.7170
特、科威特、阿曼等頻頻表態，稱支持 阻力位○1 ：1.3571 阻力位○1 ：5.9808
下半年延長原油限產，油價因此回穩。 阻力位○2 ：1.3600 阻力位○2 ：5.9951

澳元

現價：兌美元 0.7520; 兌港元 5.8465

本周市場焦點：
本周市場焦點
澳儲行
行貨幣政策會議紀要，3
要， 月 Westpac 領先指數，第一季 NAB 企業信心指數
商 業情 況和 信心高 企 ， 澳 洲 第一季
未來兩周走勢
NAB 商業信心指數上升至 6。另外，
兌美元
兌港元
Westpac 領先指數亦轉升 0.08%。因
411 支撐位○1 ：5.7621
早前對勞動力市場疲弱及房地產風險 支撐位○1 ：0.7411
的憂慮，澳儲行會
儲行 議記錄透露出鴿派傾 支撐位○2 ：0.70000 支撐位○2 ：5.4426
向。但市場預期勞動力市場將持續改
但市場預期勞動力市場將持續改 阻力位○1 ：0.7741
41 阻力位○1 ：6.0187
善，未來減息的機會較小。鐵礦石價格 阻力位○2 ：0.7772 阻力位○2 ：6.0428
急跌至 5 個月新低，為
月新低 澳元造成壓力。
紐元

現價：兌美元 0.6995; 兌港元 5.4382

本周市場焦點：
本周市場焦點
紐西蘭 3 月服務指數表現，第一季 CPI，4 月 ANZ 消費者信心
消費者信
紐西蘭 4 月 ANZ 消費者信心指數由 1
未來兩周走勢
月的高位繼續回落至 121.7。而第一季
兌美元
兌港元
度 CPI 按季上升 1%，而按年則上升
2.2%，
，均超越預期 0.2 個百分點，為 5 支撐位○1 ：0.6881 支撐位○1 ：5.3500
年來首次達標。紐西蘭全球乳製品價格 支撐位○2 ：0.66862 支撐位○2 ：5.3353
指數上升 3.1%，對
3.1% 紐元帶來支持。另 阻力位○1 ：0.73393 阻力位○1 ：5.7481
外，紐西蘭 3 月服務業指數微升至 59。 阻力位○2 ：0.74482 阻力位○2 ：5.8173
離岸人民幣

現價：兌美元 6.8840; 兌港元 1.1293

本周市場焦點：
本周市場焦點
中國第一季 GDP，3
P 月零售銷售，3 月工業生產及固定資產
產投資
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戰暫時不會展
未來兩周走勢
開，且美國承認中國沒有操縱匯率，這
兌美元
兌港元
減輕了人民幣的政治壓力。據悉，中國
放寬經常帳下的跨境人民幣支付，反映 支撐位○1 ：6.8538 支撐位○1 ：1.1223
中國當局對人民幣更有信心。隨著人
有信心。 民 支撐位○2 ：6.8373 支撐位○2 ：1.1204
幣貶值預期減弱，中國 3 月銀行代客結 阻力位○1 ：6.9279 阻力位○1 ：1.1344
售匯逆差由6692 億元收窄至483 億元。 阻力位○2 ：6.9395 阻力位○2 ：1.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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