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匯市場展望 

美國衆議院推遲對醫改法案的投票，導致特朗普財政刺激遙遙無期，美股和美元因此承壓，

恐慌指數也創數年内新高。市場避險情緒持續升溫，現貨黃金徘徊在近期高位，美元對日

元一度跌至 4 個月新低 110.63。紐儲行貨幣政策會議維持利率不變並保持中性立場，並重

申紐元有必要進一步貶值。本周關注主要經濟體 PMI。 

美元指數  現價：兌美元 99.836; 兌港元 7.7678  

本周市場焦點： 

美聯儲主席耶倫言論，3 月 Markit 製造業 PMI，2 月耐用品訂單，2 月新屋銷售 

 共和黨目前仍未消弭分歧並推遲就醫保議案的投票。白宮發言人表示，

白宮預計該法案將在週五上午獲得通過。如果議案未能獲得通過，減稅

和基建方案預計也無法如期落實，屆時市場情緒將大受影響。 

 上周美國初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激增至 25.8 萬人次，達到 1 月以來的

新高。但 2 月新屋銷售增幅遠超預期，環比增加 6.1%至七個月新高。 

 舊金山聯儲主席 Williams 表示，根據目前就業和通脹的情況，今年加

息三次或“甚至更多”是合適的。若經濟數據理想，年底美聯儲將更接

近正常化資產負債表的進程。 

歐元  現價：兌美元 1.0773; 兌港元 8.3680  

本周市場焦點： 

歐洲央行經濟報告，歐元區 3 月製造業 PMI ，歐元區 1 月經常帳 

歐元區 3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稍微改善

至-5.0。歐洲央行再提高 2017 年經濟

增長的預測，但仍然不滿意通脹增幅，

將會繼續實行寬鬆政策直至通脹回

升。為推動借貸活動，歐央行進行的最

後一次 TLTRO-2，約 474 家銀行獲得

2335 億歐元的四年期貸款，幾乎是預

期的兩倍。法國大選民調顯示馬克龍勝

算較高，消息對歐元帶來支撐。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0500 

支撐位○2 ：1.0494 

支撐位○1 ：8.1562 

支撐位○2 ：8.1515 

阻力位○1 ：1.0819 

阻力位○2 ：1.0822 

阻力位○1 ：8.4040 

阻力位○2 ：8.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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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鎊  現價：兌美元 1.2506; 兌港元 9.7139  

本周市場焦點： 

英國 2 月 CPI，2 月 PPI，2 月零售銷售，2 月零售物價指數 

英國零售數據大幅超越預期，2 月零售

銷售環比上漲 1.4%，而同比則上升

4.1%。2 月 CPI（同比升 2.3%）三年

來首次超過英國央行目標。零售以及通

脹數據造好，加上退歐談判時間表清晰

化，英鎊觸及一個月高位 1.2522。英

國央行副行長隨後更表示可能加息。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2100 

支撐位○2 ：1.1960 

支撐位○1 ：9.3990 

支撐位○2 ：9.2903 

阻力位○1 ：1.2700 

阻力位○2 ：1.2750 

阻力位○1 ：9.8651 

阻力位○2 ：9.9039 

日元 現價：兌美元 111.20; 兌港元 0.0699  

本周市場焦點： 

日本央行會議紀要，2 月貿易收支，1 月所有產業活動指數，3 月製造業 PMI 

日本 3 月製造業 PMI 下滑至 52.6。2

月出口創逾兩年來最大同比升幅。2 月

貿易收支轉爲順差 8134 億日元，支持

日元走強。日本央行會議紀要指出，通

脹預期仍處於弱勢階段，可能徘徊在零

附近，在 2018 財年前後才達到 2%，

因此會繼續實施寬鬆政策。市場避險情

緒高漲，帶動日元創四個月新高。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10.78 

支撐位○2 ：109.50 

支撐位○1 ：0.0658 

支撐位○2 ：0.0649 

阻力位○1 ：118.00 

阻力位○2 ：119.60 

阻力位○1 ：0.0701 

阻力位○2 ：0.0709 

加元  現價：兌美元 1.3349; 兌港元 5.8190  

本周市場焦點： 

加拿大 2 月 CPI 及核心 CPI，1 月零售銷售 

加拿大 1 月零售銷售按月轉升 2.2%。

據悉，OPEC 成員國傾向於延長減產協

議，但必須有非 OPEC 國家的配合。美

國 3 月 17 日當周 API 原油庫存升 453

萬桶，EIA 原油庫存增近 500 萬桶。据

路透，沙特預計未來數月其石油供應規

模將穩定在 1000 萬桶/日，令市場擔憂

沙特不繼續減產。油價進一步走低。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3000 

支撐位○2 ：1.2969 

支撐位○1 ：5.7238 

支撐位○2 ：5.7116 

阻力位○1 ：1.3571 

阻力位○2 ：1.3600 

阻力位○1 ：5.9752 

阻力位○2 ：5.9895 



 

 

 

 

 

 

 

 

 

 

 

 

 

 

 

 

 

 

 

 

 

 

 

 

 

 

 

 

 

 

 

 

 

 

 

 

 

澳元 現價：兌美元 0.7639; 兌港元 5.9342  

本周市場焦點： 

澳洲央行會議紀要，2 月 Westpac 領先指數，第 4 季房屋價格指數 

澳洲 Westpac 領先指標輕微回落至

-0.07%，令澳元有所回落。根據貨幣

會議記錄，澳儲行表示過熱的房地產市

場構成風險，消息也為澳元帶來下行壓

力。2 月失業率有所上升，數據顯示澳

洲就業市場轉弱。因澳洲鐵礦石出口價

格下滑，澳元跌至一周低位。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0.7411 

支撐位○2 ：0.7000 

支撐位○1 ：5.7567 

支撐位○2 ：5.4375 

阻力位○1 ：0.7741 

阻力位○2 ：0.7772 

阻力位○1 ：6.0131 

阻力位○2 ：6.0371 

紐元 現價：兌美元 0.7032; 兌港元 5.4625  

本周市場焦點： 

紐西蘭央行貨幣會議，2 月貿易收支 

紐儲行一如預期維持利率於 1.75%的

低位，並重申將在較長時間内保持貨幣

政策不變，該央行行長重申紐元有必要

進一步貶值。紐西蘭貿易帳的赤字雖大

幅收窄至 1800 萬，但仍遠遜于預期的

1.8 億盈餘。美紐之間的貨幣政策分

歧，也可能令紐元受壓。但短期内美元

回落，紐元表現相對穩健。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0.6881 

支撐位○2 ：0.6862 

支撐位○1 ：5.3450 

支撐位○2 ：5.3303 

阻力位○1 ：0.7393 

阻力位○2 ：0.7482 

阻力位○1 ：5.7427 

阻力位○2 ：5.8119 

離岸人民幣 現價：兌美元 6.8717; 兌港元 1.1304  

本周市場焦點： 

 

MSCI 提出新框架，A 股 6 月被納入概

率明顯提升。2 月一二綫城市房價漲幅

有所回升，三綫城市繼續保持較高增

速。在過去半個月内，已有 16 個城市

啓動或升級了限購政策，以抑制樓市泡

沫。媒體稱銀聯暫停内地客刷卡買港

樓。人民幣對美元有所上漲，支持人民

幣指數觸底反彈。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6.8649 

支撐位○2 ：6.8500 

支撐位○1 ：1.1212 

支撐位○2 ：1.1194 

阻力位○1 ：6.9279 

阻力位○2 ：6.9395 

阻力位○1 ：1.1315 

阻力位○2 ：1.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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