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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每日市場波幅 (2017年10月26日)

新聞速遞: 歐洲央行縮減買債規模，但延長買債時間

• 歐洲央行宣布從明年1月起，縮減每月購債規模至

300億歐元，持續至明年9月。

• 行長德拉吉表示，調整資產購買計劃的舉措，表明

央行將保留必要時進一步延長計劃的能力，亦反映

對邁向通脹目標愈來愈有信心。

• 德拉吉強調，今日的決定只是減少購買規模，不是逐步

撤走刺激舉措，因此資產購買計劃不會突然停止。

• 通脹方面，德拉吉認為基礎通脹已溫和抬升，但核心通

脹率仍未有出現持續上行跡象，目前歐元區內的價格及

成本壓力較低，通脹率在中期內預計會繼續逐步攀升。

• 歐洲Stoxx 600 指數昨日升1.1%。

花旗觀點: 

• 今次議息結果較為鴿派，每月購債或持續至明年9月或

以後。

• 歐洲央行或於縮表前進行加息，我們預期央行或於2019

年6月開始加息。

歐洲Stoxx 600 指數

資料來源: 彭博資訊，截至2017年10月27日

股票指數 收市價 升跌 % 債券孳息率 收市價 升跌 %

美國 美國國庫債券  - 孳息率

標普500指數 2,560.40 +3.3 +0.1% 3個月 - 孳息率 (%) 1.10 0.00 -0.2%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23,400.86 +71.4 +0.3% 2年期 - 孳息率 (%) 1.61 +0.0 +1.2%

納斯達克指數 6,556.77 -7.1 -0.1% 5年期 - 孳息率 (%) 2.08 +0.0 +1.6%

歐洲 10年期 - 孳息率 (%) 2.46 +0.0 +1.2%

Stoxx 歐洲600指數 391.27 +4.1 +1.1% 30年期 - 孳息率 (%) 2.97 +0.0 +1.1%

德國DAX指數 13,133.28 +179.9 +1.4% 商品期貨 收市價 升跌 %

日本 能源及金屬

TOPIX 指數 1,753.90 +2.5 +0.1% 紐約期油 (每桶/美元) 52.64 +0.5 +0.9%

日經平均225指數 21,739.78 +32.2 +0.1% 布蘭特期油 (每桶/美元) 59.30 +0.9 +1.5%

中國  / 香港 紐約天然氣(百萬英國熱量/美元) 2.89 0.0 -1.0%

恒生指數 28,202.38 -100.5 -0.4% COMEX 期金 (每盎斯/美元) 1,269.6 -9.4 -0.7%

恒生國企指數 11,446.21 -47.1 -0.4% CMX 期銅 (每磅/美元) 317.8 -0.6 -0.2%

上證綜合指數 3,407.57 +10.7 +0.3%
新興市場

MSCI 亞洲 (日本除外) 683.93 -2.3 -0.3%
MSCI 拉丁美洲 2,859.54 -23.8 -0.8%
MSCI 歐洲中東非洲 265.37 -2.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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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括號屬以港元計算的匯價水平，港元匯率以7.8055作參考，日圓/港元匯價則以每1,000日圓作單位

外匯市場回顧

報價資料來源 : 彭博資訊 (截至紐約時間下午5時) 

• 美元急升: 近期美國數據持續造好，花旗編制的美國經濟數據驚喜指數升上30.6，是4月以來最高。

• 歐元急挫: 歐洲央行議息削減買債規模，但會後聲明取態較為鴿派，拖累歐元下滑。

歐元短期或整固

歐元前景:

• 利淡因素: 歐洲央行政策取態鴿派，表示資產購

買計劃會持續直至通脹出現持久升勢，符合央

行的目標水平。即使計劃完結，有需要時當局

亦會把到期的證券繼續再投資。

• 利好因素: 歐洲央行宣布，把每月買債計劃的規

模縮減至300億歐元，直至2018年9月或之後。

我們亦預期，當局有機會於2019年6月開始加息

，或利好中長線歐元表現。
資料來源: 彭博資訊，截至2017年10月27日

技術分析: 

• 歐元兌美元的相對強弱指數持續下滑，短期或先行於1.1495-1.2092整固，下跌空間或受限於1.1423-1.1495。

1.1495(2015年10月高位)

1.1423(fibo 0.618)

1.2092(9月高位)

貨幣
昨日表現 技術分析

收市 最高 最低 變動 支持位 阻力位

美匯指數 94.61 94.72 93.48 0.96% 89.47 94.15 
歐元兌美元 1.1651 1.1837 1.1641 -1.37% 1.1495 1.2092
美元兌日圓 113.98 114.08 113.34 0.21% 111.65 114.33 
英鎊兌美元 1.3161 1.3279 1.3147 -0.76% 1.2963 1.3657
美元兌加元 1.2847 1.2858 1.2782 0.40% 1.2471 1.2928
澳元兌美元 0.7660 0.7719 0.7656 -0.57% 0.7643 0.8125
紐元兌美元 0.6840 0.6904 0.6834 -0.70% 0.6818 0.7188
美元兌瑞郎 0.9975 0.9979 0.9876 0.79% 0.9774 1.0126

美元兌在岸人民幣 6.6426 6.6455 6.6298 0.10% -- --
美元兌離岸人民幣 6.6535 6.6572 6.6277 0.24% 6.5724 6.6904
美元兌新加坡元 1.3674 1.3677 1.3589 0.51% 1.3313 1.3690

現貨金價 1266.99 1282.62 1265.85 -0.83% $1,239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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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經濟數據預覽(2017年10月23日 - 10月27日)
資料來源: 彭博資訊

(K = 千, M = 百萬, B = 十億)

時間
重
要
性

數據公布
月份/季

度
實際 預期 之前

周二

10/24/17 16:00 歐元區 !!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十月 58.6 57.8 58.1

周三

10/25/17 08:30 澳洲 !!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比) 第三季 1.80% 2.00% 1.90%

10/25/17 16:00 德國 !! IFO商業景氣指數 十月 116.7 115.1 115.3

10/25/17 16:30 英國 !! 國內生產總值(年比) 第三季 1.50% 1.50% 1.50%

10/25/17 20:30 美國 !! 耐用品訂單 九月 2.20% 1.00% 2.00%

10/25/17 20:30 美國 !! 耐用品訂單 (運輸除外) 九月 0.70% 0.50% 0.70%

10/25/17 22:00 加拿大 !!! 加拿大央行公布議息結果 十月 1.00% 1.00% 1.00%

10/25/17 22:00 美國 !! 新屋銷售 (月比) 九月 18.90% -1.10% -3.60%

周四

10/26/17 05:45 紐西蘭 !! 貿易賬 九月 -1143m -900m -1179m

10/26/17 14:00 德國 ! GfK消費者信心指數 十一月 10.7 10.8 10.8

10/26/17 19:45 歐元區 !!! 歐洲央行公布議息結果 十月 0.00% 0.00% 0.00%

10/26/17 20:30 美國 !! 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 十月 233k 235k 223k

10/26/17 20:30 美國 !! 貿易賬 九月 -$64.1b -$64.0b -$63.3b

10/26/17 22:00 美國 ! 待售房屋銷售 (年比) 九月 -5.40% -4.20% -3.10%

周五

10/27/17 07:30 日本 !! 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年比) 九月 -- -- 0.70%

10/27/17 20:30 美國 !! 國內生產總值(年度化季比) 第三季 -- 2.00% 3.10%

10/27/17 22:00 美國 !! 密芝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 十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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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分析員」指花旗投資研究(Citi Research)、花旗環球市場(Citi Global Markets) 的投資專家及環球財富管理
投資策略委員會的投票成員。
花旗銀行及其附屬或聯營公司並不就此報告之內容提供獨立研究或分析。投資產品或服務並不適用於美國人士，

亦可能只限在某些司法管轄區提供。
此文件中的一切資料只供一般參考用途，並不旨在構成任何買賣證券、貨幣、投資、服務之建議、銷售或招攬、

或是吸引任何資金或存款。除賬戶及服務條款與細則或其他適用條款與細則另有規定外，此文件中的資料並沒顧
及個別投資者之目標、財政狀況或需要。因此，文中提及的投資產品或不適合所有投資者。任何人士考慮作投資
時，應就投資產品的合適性及其他因素尋求獨立意見。在作出投資決定前，投資者務必取得投資銷售文件，而該
文件應包含風險、費用及開支的資料、和其過去表現 (如有)，以作為作出投資決定前所考慮的因素。每一個投資
者應該仔細考慮與投資相關的風險，並提出根據投資者自身的具體情況決定，該投資是與投資者的投資目標是一
致的。
在任何情況下，過往表現未必可作日後業績的準則。受到各種經濟、市場及其他因素影響，未來的結果可能不符

合我們的預期。另外，任何潛在風險及回報的預測只作說明之用，不應被視作最大可能損失或收益。投資並非存
款，且未獲得花旗銀行、Citigroup Inc.、或其附屬或聯營公司、任何當地政府或保險機構的負責、保證或承保；
投資帶有風險，亦可能導致本金的損失。投資者應注意，投資於以非本土貨幣結算的基金將受匯率波動的影響，
可能導致本金出現虧損。
花旗集團或其分支機構都不會為任何投資產品的稅務處理負上任何責任，無論投資產品是否由花旗集團的附屬公

司管理的信託或公司所購買。花旗集團假設，在作出任何承諾投資前，投資者（如適用，其受益人）已徵詢一切
稅收，法律或其他的意見，並已為其在花旗集團的投資產品所產生的收益或增值的相關稅項作出安排。如投資者
享有的居住權、公民權、國藉或工作地點有變，則有責任自行了解本身之投資交易會否受到有關變動所影響，並
確保本身於有關時間及情況下遵守一切適用的法例及規例。
雖然當中資料乃取自及根據花旗銀行認為可靠之來源，除賬戶及服務條款與細則或其他適用條款與細則另有規定

外，本行並不保證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並要接受本行對於使用本報告後出現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失並不負責。在
本報告所提供的意見，可能和花旗集團的其他業務和其聯營公司所提供的意見不同，此報告之內容並不是用於提
供對未來事件之預測，及不用於保證未來表現或投資建議， 並基於市況及其他狀況下而有所改變。當中資料亦不
是用來對策略或概念方面作詳盡討論。
任何時候，對於花旗集團的聯營公司和其代表向客戶提供產品及服務，花旗集團可能會給予報酬。
本文件不是花旗集團的官方聲明，或不代表所有通過或透過花旗銀行進行的投資。若了解賬戶及交易的準確記錄，

請參考官方紀錄。

如果本文件的資料是來自花旗研究部，請參閱連結: 
https://www.citivelocity.com/cvr/eppublic/citi_research_disclosures，內裹包含花旗股票研究相關公司的重要信息
披露，並請參閱連結: 
https://ir.citi.com/PuXs6xELNHAu7UqkjgvWxnihtUeLtAtDxeEh%2B2qaPpPb7uukpx8Qw1vzcuidtMtqgn1BWqJq
ak8%3D，以獲取花旗研究部評級系統的詳細資料。

未獲得花旗集團書面授權下，本文件不得轉載或不流傳。流通和分配的方式在某些國家或受到法律或法規所限制。
擁有本文件的人士，需明白及遵守這些限制。禁止任何未經授權的使用，複製或披露本文件，否則可能被起訴。

本文件由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花旗銀行」)派發。金融工具的價格和供應有機會隨時改變，恕不另行通知。
某些高波幅投資有機會出現突然和巨大的價值下跌，虧損可能相等於投資者最初的投資金額。

人民幣相關風險 — 如果閣下選擇人民幣作為基本貨幣或掛鈎貨幣，閣下需另外注意以下事項：

人民幣目前在香港的銀行不可以自由兌換。由於針對人民幣的可兌換性、可使用性和可轉讓性（如有）的貨幣兌
換監管和/或限制（受眾多因素影響，其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控），不保證不存在針對人民幣的可轉讓性、
可兌換性、及流動性的負面影響。因此閣下有可能不能將收到的人民幣兌換成其他可自由兌換的貨幣。

離岸人民幣及在岸人民幣匯率目前在不同的市場報價，兩者未必有相同的匯率，故彼等的匯率變動方向或幅度可
能不相同。所以離岸人民幣匯率及在岸人民幣匯率可能不同。

重要資料披露



每日外匯及市場短評

5

未獲評級或非投資級別證券較投資級別債務證券給予較高回報，但亦表示未獲評級或非投資級別債務證券在流通
量、波幅及未能收到本金與利息方面的風險較高。由於獲評為非投資級別債務證券，這些債券相對其他定息證券
的信貸風險較高。
較高信貸風險 — 未獲評級或非投資級別債務證券一般包含與發行人償還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能力有關的投機性質。
未能收到利息和本金虧損的風險較高。許多此類債務證券的發行人曾在償還債項方面遇上不少困難，引致違約和
業務重組。這些債務證券發行人一般需支付高於投資級別債務證券之利息。
較高流通量及二手市場風險 — 進行未獲評級或非投資級別債務證券交易的市場一般較進行投資級別債務證券的市
場為有限。缺乏流通量可能使出售這些債務證券和取得市場報價更困難。
信貸評級降級風險 — 未獲評級或非投資級別債務證券之市值一般於評級機構調低該信貸評級時跟隨下跌。在某些
情況下，未獲評級或非投資級別債務證券市場的投資者或因評級機構將該信貸定為「信貸觀察」而預期信貸評級
降級，引致波幅及憂慮信貸進一步惡化。
經濟風險 — 經濟風險指因經濟衰退拖累債務證券。在經濟困難的環境下，未獲評級或非投資級別證券可能較易受
價格波動影響，由於投資者 (i)會重新評估投資質素較低的證券而支持投資級別公司證券; (ii)變得防範風險; (iii) 違
約風險上升。這經常被視作資金流向優質債務證券的現象。
事件風險 – 事件風險包括任何能對未獲評級或非投資級別證券發行人帶來不利影響的事件，並因而影響發行人符
合予債務證券持有人支付利息及本金之債務責任。事件風險可能只特別針對發行人、發行人的行業或商界，或整
個經濟。這些都對發行人及其未償還債務帶來直接或間接影響。

重要資料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