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外匯短評

外匯市場展望

2017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五

前 FBI 局長 Comey 稱對前國家安全顧問與俄羅斯之間關係的調查從未曾遇阻，此番言論
舒緩了市場的擔憂情緒，令美股和美元稍微反彈。
美元指數

現價：兌美元 97.799; 兌港元 7.7832

本周市場焦點：
：

美國 4 月新屋動工，4
月新屋動工， 月建築許可，4 月工業生產
 由於 3、4
4 月天氣惡劣，導致 4 月建築許可僅達 122.9 萬，低於預期，而 4 月
新屋開工也
新屋開工也不及預期，僅報
117.2 萬。經濟數據不佳一度令美元受壓
經濟數據不佳一度令美元受壓。而特
朗普“泄密”事件也導致美元進一步下挫。
 但週四經濟數據支持美元觸底回升。美國上週首次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為
但週四經濟數據支持美元觸底回升。美國上週首次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為
23.2 萬，為五星期低點，並連續第 115 個星期低於 30 萬的門檻，反映就業
市場穩固。同時， 月費城聯儲商業前景指數由 22.0 大幅上升至 38.8。前 FBI
市場穩固。同時，5
局長 Comey 稱對前國家安全顧問與俄羅斯之間關係的調查從未曾遇阻，此番
言論也舒緩了市場的擔憂情緒
舒緩了市場的擔憂情緒。美國財長稱“如果對稅收和監管做出歷史性
稅收和監管做出歷史性
的改革，相信 GDP 增長 3%目標可實現”。
財資處
產品開發及市場銷售  美聯儲官員 Mester 認爲不應受經濟和金融數據短暫波動的影響，而應該關注
劉碧成
中期展望，並稱美聯儲將會逐漸地縮表。
郭蔓怡

全球資金研究
李若凡

歐元

本周市場焦點：
：

現價：兌美元 1.1112; 兌港元 8.6484

歐元區第一季
第一季 GDP，3 月貿易收支，5 月 ZEW 調查預期，
期，4 月 CPI
歐洲央行管委會表示無法排除 6 月份
未來兩周走勢
下調通脹預期的可能。歐洲央行行長表
兌美元
兌港元
示“在歐洲央行貨幣政策支持下，國内 支撐位○1 ：1.0500
00 支撐位○1 ：8.1724
需求復甦是經濟復甦支柱。而全球經濟
支撐位○2 ：1.0494
494 支撐位○2 ：8.1677
前景也在改善，下行風險緩和。”儘管
歐洲央行不斷放出鴿子，但隨著政治風 阻力位○1 ：1.1200 阻力位○1 ：8.7172
險有所減弱及經濟數據造好
及經濟數據造好， 歐元料 阻力位○2 ：1.12265 阻力位○2 ：8.7678
繼續走強。

英鎊

現價：兌美元 1.2954; 兌港元 10.0824

本周市場焦點：

英國 5 月 Rightmove 房價，4 月 CPI，3 月 ILO 失業率，4 月零售銷售

天氣良好，促進英國 4 月零售銷售按月
轉升 2.3%，遠超預期。因機票和能源
價格上升，4 月 CPI 按年增長 2.7%，
創 2013 年 9 月以來最高水平。英國首
季失業率進一步下降至 4.6%。整體利
好數據支持英鎊走強。英國首相競選宣
言要求控制歐盟移民，在脫歐談判的同
時進行貿易談判。
日元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2100 支撐位○1 ：9.4177
支撐位○2 ：1.1960 支撐位○2 ：9.3087
阻力位○1 ：1.2991 阻力位○1 ：10.1112
阻力位○2 ：1.3000 阻力位○2 ：10.1182

現價：兌美元 111.17; 兌港元 0.0700

本周市場焦點：

日本 4 月 PPI，4 月工具機訂單，3 月機器訂單，3 月工業生產，第一季 GDP

日本一季度 GDP 按季增長 0.5%，年化
季率達 2.2%，優於預期。其中企業支
出意外按季增長 0.2%，加上出口強勁
支持了經濟連續第五個季度擴張。3 月
工業生 産按 月 跌 1.9%，但 按年 增長
3.5%。經濟數據造好，以及避險情緒
上升，支持日元反彈。

加元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08.13
支撐位○2 ：108.00
阻力位○1 ：115.00
阻力位○2 ：118.00

支撐位○1 ：0.0677
支撐位○2 ：0.0660
阻力位○1 ：0.0720
阻力位○2 ：0.0721

現價：兌美元 1.3607; 兌港元 5.7200

本周市場焦點：

加拿大 4 月成屋銷售，3 月製造業銷售，4 月 CPI，
加拿大 3 月製造業銷售按月轉升
1.0%。沙特與俄羅斯稱支持減產協議
延長至 2018 年一季度，該決定將於 5
月 25 日 OPEC 會議上做出。伊拉克也
稱支持 OPEC 任何決定。美國 EIA 原油
庫存連降六周，精煉油庫存量創一年半
新低，因此支持油價繼續反彈。

3 月零售銷售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3000
支撐位○2 ：1.2969
阻力位○1 ：1.3793
阻力位○2 ：1.3800

支撐位○1 ：5.6429
支撐位○2 ：5.6400
阻力位○1 ：5.9871
阻力位○2 ：6.0014

澳元

現價：兌美元 0.7407; 兌港元 5.7653

本周市場焦點：

澳洲 5 月 Westpac 消費者信心指數，4 月失業率，澳儲行 5 月會議記錄

澳洲 4 月失業率下滑至 5.7%，其中就
業人數續增 37,400，但全職就業人數
轉跌 11,600。澳儲行 5 月會議記錄顯
示該央行認爲明年初核心通脹將加快
上升，並在此之前達到約 2%。但家庭
債務 增 加 及 就 業不 足 的 程 度 較高仍 令
該央行感到擔憂。美元回落，令商品市
場有所反彈，支持澳元走穩。

紐元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0.7300 支撐位○1 ：5.6817
支撐位○2 ：0.7000 支撐位○2 ：5.4482
阻力位○1 ：0.7741 阻力位○1 ：6.0250
阻力位○2 ：0.7772 阻力位○2 ：6.0491

現價：兌美元 0.6888; 兌港元 5.3612

本周市場焦點：

紐西蘭第一季零售銷售，第一季 PPI 投入，5 月 ANZ 消費者信心

紐西蘭 ANZ 消費者信心指數按月轉升
1.8%。紐西蘭第一季 PPI 投入按季增
長 0.8%，PPI 產出按季增長 1.4%。紐
儲行一如預期按兵不動，並指出核心通
脹仍疲軟，因此 2019 年底前將維持寬
鬆政策不變。紐儲行助理行長稱“市場
忽略了經濟前景的下行風險，央行認爲
未來加息和降息概率相當”。

離岸人民幣

本周市場焦點：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0.6818 支撐位○1 ：5.3066
支撐位○2 ：0.6800 支撐位○2 ：5.2926
阻力位○1 ：0.7393 阻力位○1 ：5.7541
阻力位○2 ：0.7482 阻力位○2 ：5.8234

現價：兌美元 6.8883; 兌港元 1.1299

中國 4 月工業生產，4 月零售銷售，4 月固定資產投資
人民 幣中間價多日定在強於預期的水
未來兩周走勢
平，而人民幣指數卻依然持續下跌，意
兌美元
兌港元
味著人民幣再次陷入以往圈套中，即美
1
1
元走弱時，人民幣對美元相對穩定，對 支撐位○：6.8538 支撐位○：1.1235
一籃子貨幣貶值。1-4 月，中國實際使 支撐位○2 ：6.8373 支撐位○2 ：1.1216
1 ：6.9279
阻力位○1 ：1.1356
用外資金額同比下降 0.1%。高技術服 阻力位○
務業吸收外資增長較快。
阻力位○2 ：6.9395 阻力位○2 ：1.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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