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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主席耶倫釋放鴿派信號後，美國疲弱經濟數據包括 6 月 CPI 和 6 月零售銷售令美元
進一步下挫至 10 個月新低。歐洲央行本周是否討論未來縮減 QE 的計劃將成爲主導歐元走
向的關鍵。本周重點關注中國第二季 GDP，紐西蘭二季度 CPI，日本央行和歐洲央行貨幣
政策會議，以及中美經濟對話。
美元指數

現價：兌美元 95.137; 兌港元 7.8051

本周市場焦點：

美國 6 月工業生產，7 月密歇根消費者信心，6 月進出口物價指數， 6 月新屋動工
 美聯儲主席耶倫和美聯儲理事 Brainard 均表示加息空間不大，且耶倫稱通脹
是一大不確定因素，導致美元和美國 10 年期收益率回落。
 上週五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 6 月 CPI 按月零增長，按年升幅收窄至 1.6%，為
9 個月來最慢增速，佐證了美聯儲委員對通脹疲弱的擔憂。另外，美國 6 月零
售銷售按月下跌 0.2%，為連續第二個月下滑，且創一年最大跌幅。數據疲弱
加劇市場對美國二季度經濟增速放緩的擔憂。因此美元跌至 10 個月新低。美
聯儲 12 月加息概率僅達 43.4%。
財資處
產品開發及市場銷售  美國 7 月密歇根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僅報 93.1，遜於預期的 95，且觸及去年
劉碧成
11 月以來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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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

本周市場焦點：

現價：兌美元 1.1467; 兌港元 8.9498

歐元區 6 月 CPI，歐洲央行貨幣政策會議，5 月經常帳，7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
歐元區 5 月貿易順差擴大至 197 億歐
未來兩周走勢
元，不及預期。華爾街日報稱“歐洲央
兌美元
兌港元
行料在9 月7日會議上暗示將於明年逐 支撐位○1 ：1.1100 支撐位○1 ：8.6637
漸削減 QE”。本周歐洲央行政策會議
支撐位○2 ：1.1000 支撐位○2 ：8.5856
將成市場關注重點，該央行是否會公佈
未來縮減 QE 的計劃將主導歐元走勢。 阻力位○1 ：1.1480 阻力位○1 ：8.9603
另外，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將在 8 月 阻力位○2 ：1.1500 阻力位○2 ：8.9759
24 日的 Jackson Hole 會議上發言。

英鎊

現價：兌美元 1.3104; 兌港元 10.2281

本周市場焦點：

英國 6 月 CPI 及 PPI，5 月房價指數，7 月 Rightmove 房價，6 月公共財政
美聯儲加息預期降溫致美元回落。另
未來兩周走勢
外，利好就業數據支持英鎊反彈。英國
兌美元
兌港元
3 月至 5 月 ILO 失業率意外下降至
4.5%，再創逾 40 年新低。另外，英國 支撐位○1 ：1.2810 支撐位○1 ：9.9983
7 月 Rightmove 房價按月轉升 0.1%， 支撐位○2 ：1.2500 支撐位○2 ：9.7564
按年升幅也擴大至 2.8%。本周英國和 阻力位○1 ：1.3200 阻力位○1 ：10.3027
歐盟進行第二輪談判。
阻力位○2 ：1.3270 阻力位○2 ：10.3574
日元

現價：兌美元 112.56; 兌港元 0.0693

本周市場焦點：

日本 6 月工具機訂單，6 月進出口數據，日本央行貨幣政策會議
日本 5 月工業生 産 按月跌幅下 修 至
未來兩周走勢
3.6%，不及預期。日元走勢與美聯儲
兌美元
兌港元
加息預期的負相關性不斷上升。上週美
1
1
聯儲加息預期減弱，使日元大幅反彈。 支撐位○：108.13 支撐位○：0.0679
本周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會議是關注 支撐位○2 ：108.00 支撐位○2 ：0.0662
重點。中短期内，美元和日元的息差仍 阻力位○1 ：115.00 阻力位○1 ：0.0722
可能促使美元對日元上試 114.5。
阻力位○2 ：118.00 阻力位○2 ：0.0723
加元

本周市場焦點：

現價：兌美元 1.2649; 兌港元 6.1708

加拿大 6 月成屋銷售，5 月製造業銷售，6 月 CPI，5 月零售銷售
加拿大央行一如預期上調利率 25 個基
未來兩周走勢
點，這是該央行七年來首次加息，且其
兌美元
兌港元
會議聲明較預期更鷹派。因此帶動加元
1
1
對美元上升至逾一年高位。6 月 OPEC 支撐位○：1.2610 支撐位○：5.8509
2 ：1.2500
支撐位○2 ：5.6559
原油產量增加 34 萬桶/日，為今年來最 支撐位○
高水平 ，減產 執 行率為 六 個月新低
阻力位○1 ：1.3340 阻力位○1 ：6.1896
78%。但 IEA 稱全球需求正在反彈，且
阻力位○2 ：1.3800 阻力位○2 ：6.2441
將延續至 2018 年，支持油價回升。

澳元

現價：兌美元 0.7828; 兌港元 6.1096

本周市場焦點：

澳洲 6 月失業率，第二季 NAB 企業信心指數
澳洲 7 月消費者通脹預期上升 4.4%。
未來兩周走勢
7 月 Westpac 消費者信心指數由 96.2
兌美元
兌港元
上升至 96.6。中國鐵礦石進口連續第二
1
1
個月上漲，且量價齊升。中國 1-6 月份 支撐位○：0.7430 支撐位○：5.7992
鐵礦石進口量按年增長 9.3%，帶動鐵 支撐位○2 ：0.7300 支撐位○2 ：5.6977
礦石價格反彈，並支持澳元。但美元和 阻力位○1 ：0.7850 阻力位○1 ：6.1270
澳元息差收窄的預期將限制澳元升幅。 阻力位○2 ：0.7900 阻力位○2 ：6.1660
紐元

現價：兌美元 0.7344; 兌港元 5.7326

本周市場焦點：

紐西蘭 6 月服務業指數表現，第二季 CPI
紐西蘭 6 月 BusinessNZ 製造業 PMI
未來兩周走勢
由 5 月下修後的 58.2 下滑至 56.2。7
兌美元
兌港元
月 ANZ 消費者信心指數由 127.8 下滑
1
1
至 125.4。隨著美元和紐元的息差收 支撐位○：0.6818 支撐位○：5.3215
窄，紐元料繼續承壓。本周紐西蘭二季 支撐位○2 ：0.6800 支撐位○2 ：5.3075
度 CPI 是關注重點。我們預計紐元對美 阻力位○1 ：0.7393 阻力位○1 ：5.7703
元難升穿 0.7365。
阻力位○2 ：0.7482 阻力位○2 ：5.8398
離岸人民幣

本周市場焦點：

現價：兌美元 6.7625; 兌港元 1.1542

中國第二季 GDP，6 月工業生產，6 月固定資產，6 月零售銷售，中國 6 月樓價
在每五年召開一次的中國金融工作會
未來兩周走勢
議中，習近平強調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
兌美元
兌港元
總基調，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範金融風
1
1
險，創新完善金融調控，健全現代金融 支撐位○：6.7134 支撐位○：1.1361
企業制度，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推進構 支撐位○2 ：6.6807 支撐位○2 ：1.1312
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另外，中國將設
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以強化 阻力位○1 ：6.8701 阻力位○1 ：1.1626
央行的風險防範職責。國企和地方政府 阻力位○2 ：6.9000 阻力位○2 ：1.1683
去槓杠將是關注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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