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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情緒的消退，加上美國財長重申希望年底前完成稅改，帶動美股創收盤新高，並驅使
美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進一步反彈。惟英鎊表現強勁，限制美元指數升幅。英國 8 月 CPI
遠超預期，令市場對英國央行週四會議發表鴿派言論的預期不斷升溫。本周關注英國央行
貨幣政策會議，美國 CPI，以及中國 8 月經濟數據。
美元指數

現價：兌美元 91.872; 兌港元 7.8130

本周市場焦點：

美國 8 月 PPI，8 月 CPI，8 月零售銷售，8 月工業生產，9 月密歇根大學預期
 債務上限延長至 12 月 8 日，意味著債務上限問題暫時不會拖累美元。另外，
周六北韓國慶日沒有進行核試，而聯合國則加強對北韓的制裁。隨著地緣政
治風險緩和，加上颶風 Irma 的破壞力弱於預期，以及美國財長 Mnuchin 重
申希望在2017年底前完成稅改，支持美國10年期收益率進一步反彈至2.15%
以上水平。惟英鎊表現強勁，限制美元指數的升幅。
 展望未來，颶風或拖累未來數月的美國經濟數據，並影響美聯儲決策。債務
財資處
上限期限推遲至 12 月，也可能令美聯儲於 12 月作出加息決定前三思。因此，
產品開發及市場銷售
我們認爲除非美國 CPI 數據遠優於預期，並支持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或者
特朗普稅改有巨大進展，否則美元反彈動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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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

本周市場焦點：

現價：兌美元 1.1970; 兌港元 9.3523

歐元區 7 月工業生產，第二季就業，7 月貿易收支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表示“很可能 10
未來兩周走勢
月就 QE 做出決定。”媒體也稱歐洲央
兌美元
兌港元
行基本同意下一步削減 QE。歐洲央行 支撐位○1 ：1.1830 支撐位○1 ：9.2428
Coeure 表示歐元過強將打壓通脹，加
支撐位○2 ：1.1698 支撐位○2 ：9.1396
上美元大範圍反彈，致歐元回落。但歐
洲央行退出 QE 的可能性高於美聯儲加 阻力位○1 ：1.2230 阻力位○1 ：9.5553
息概率，因此我們仍看好歐元長期表 阻力位○2 ：1.2430 阻力位○2 ：9.7116
現。

英鎊

現價：兌美元 1.3286; 兌港元 10.3805

本周市場焦點：

英國 8 月 CPI，5 月-7 月失業率，8 月零售銷售，英國央行貨幣政策會議
英國 8 月 CPI 同比升幅意外擴大至
未來兩周走勢
2.9%，而核心 CPI 按年升幅也擴大至
兌美元
兌港元
2.7%。數據支持市場對英央行本周四
會議發表偏鷹派言論的預期，再加上脱 支撐位○1 ：1.3276 支撐位○1 ：10.3725
欧法案在议会首轮投票順利通過，因此 支撐位○2 ：1.3200 支撐位○2 ：10.3132
英鎊對美元大幅上升。報道稱下一輪脫 阻力位○1 ：1.3298 阻力位○1 ：10.3897
歐談判將延遲一個星期。脫歐談判的不
阻力位○2 ：1.3300 阻力位○2 ：10.3913
確定性仍可能對英鎊帶來壓力。
日元

現價：兌美元 110.16; 兌港元 0.0709

本周市場焦點：

日本 7 月機器訂單，8 月工具機訂單，8 月 PPI，7 月工業生產
日本 8 月 PPI 按年增速加快 0.3 個百分
未來兩周走勢
點至 2.9%，但遜於預期。市場對北韓
兌美元
兌港元
問題的擔憂逐漸降溫，支持美國 10 年
1
1
期國債息率進一步反彈，美元兌日元重 支撐位○：108.31 支撐位○：0.0679
上 110 的水平。息差因素料繼續壓低 支撐位○2 ：108.05 支撐位○2 ：0.0662
日元。除非北韓局勢出現意外發展，否 阻力位○1 ：115.00 阻力位○1 ：0.0721
則美元兌日元或上試 1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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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7; 兌港元 6.4162

加拿大 8 月新屋動工，7 月新屋價格指數，8 月成屋銷售
加拿大 8 月新屋動工上升至 22.3 萬個
未來兩周走勢
單位。另外，8 月就業數據及資薪增幅
兌美元
兌港元
表現亮麗，以及加拿大央行偏鷹派的立
1
1
場，令市場對該央行 12 月進行第三次 支撐位○：1.2102 支撐位○：5.8568
加息的預期高達 75%。短期內，美加 支撐位○2 ：1.2100 支撐位○2 ：5.6616
息差收窄依續帶動加元造好。再者，颶 阻力位○1 ：1.3340 阻力位○1 ：6.4560
風過後，煉油廠恢復生產，令原油價格
阻力位○2 ：1.3800 阻力位○2 ：6.4570
反彈，也支撐加元。

澳元

現價：兌美元 0.8023; 兌港元 6.2684

本周市場焦點：

澳洲 8 月 NAB 企業信心指數，9 月 Westpac 消費者信心指數，8 月失業率
澳洲 8 月 NAB 企業信心指數由 12 大
未來兩周走勢
幅下跌至 5，為逾 1 年新低，主因是受
兌美元
兌港元
到毛利率下降 及政 府政策不確 定性的
1
1
影響。疲弱數據令澳元承壓。儘管鐵礦 支撐位○：0.7830 支撐位○：6.1176
石支撐澳元，但澳儲行對強澳元的擔憂 支撐位○2 ：0.7400 支撐位○2 ：5.7816
及其中性立場，令澳元難大幅上升。本 阻力位○1 ：0.8050 阻力位○1 ：6.2951
周重點關注澳洲就業數據。
阻力位○2 ：0.8130 阻力位○2 ：6.3200
紐元

現價：兌美元 0.7267; 兌港元 5.6780

本周市場焦點：

紐西蘭 8 月 REINZ 成屋銷售，8 月 BusinessNZ 製造業 PMI
美元反彈，令紐元對美元回軟。另外，
未來兩周走勢
截止 9 月 5 日，紐西蘭全脂奶製品價格
兌美元
兌港元
下滑至 3100 美元/噸。疲軟的乳製品價
1
1
格也利淡紐元。再者，民調顯示現任總 支撐位○：0.7150 支撐位○：5.5863
理所在的國家黨暫時領先，因此紐元有 支撐位○2 ：0.7050 支撐位○2 ：5.5082
所反彈。惟 9 月 23 日紐西蘭大選的不 阻力位○1 ：0.7531 阻力位○1 ：5.8840
確定性仍可能令紐元持續受壓。我們認
阻力位○2 ：0.7600 阻力位○2 ：5.9379
爲澳元對紐元存在上升空間。
離岸人民幣

本周市場焦點：

現價：兌美元 6.5355; 兌港元 1.1955

中國 8 月零售銷售，8 月工業生產，8 月 M2 貨幣供應，8 月人民幣新增貸款
CPI 同比增幅擴大至 1.8%。商品價格
未來兩周走勢
抽升則支持 PPI 同比升 6.3%。惟基數
兌美元
兌港元
效應可能使 PPI 增速放慢。央行將遠期
1
1
售 匯 外 匯 風險 準備金由 20%下 調 至 支撐位○：6.4664 支撐位○：1.1757
0%， 暗 示 人民 幣 保衛戰 或暫 告 一 段 支撐位○2 ：6.4464 支撐位○2 ：1.1752
落。因此，我們認爲人民幣近期升值速 阻力位○1 ：6.6456 阻力位○1 ：1.2082
度不可持續。但在美元偏軟及十九大臨
阻力位○2 ：6.6481 阻力位○2 ：1.2120
近的背景下，人民幣料趨於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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