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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內閣府公布，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季年率增長1.3%，較初值的升1.8%，低
0.5個百分點，符合市場預期。以製造業為中心，企業的設備投資較速報階段相比有所減少，
拉低了整體的增長率。設備投資實際環比增長0.2%，較速報值的增長1.5%相比大幅下調。
受中美貿易戰影響，製造業抑制産能的動作出現擴大，該統計顯示，所有産業的設備投資
額（軟體除外）環比減少1.6%，時隔3個季度陷入負增長。

• 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7月國內生產總值（GDP）按月升0.3%，為1月以來最大增值，亦高
於市場預期的0.1%增幅，分析指出當地7月GDP增速大於預期，有助緩解有關英國因脫歐
危機升級而將落入經濟衰退的疑慮。另外，英國國家統計局表示，截至7月止的三個月
GDP增速持平，市場預期為下降0.1%。不過國內政治危機及中美貿易戰前景未明，英國經
濟前景進一步趨於黯淡，企業活動已在英國脫歐危機中減弱，特別是在8月。

•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最新數據顯示，8月份工業增加值按年增4.4%，低於預期的年增5.2%，
也低過7月4.8%的數據，續創逾17年新低。另外，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3,896億元人
民幣，按年增長7.5%，增速較上月回落0.1個百分點。1月至8月份，中國全國網上零售額
64,393億元，按年增長16.8%，增速與1月至7月持平。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50,745
億元，增長20.8%，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19.4%，按年提高2.1個百分點。而8
月底調查失業率為5.2%，較7月的5.3%略減。

• 根据美国商务部8月份数字，零售销售上升百分之0.4，较7月份升幅低0.4个百分点，但高
过市场预期的百分之0.2。扣除汽车、汽油、建筑材料及膳食服务的核心零售销售，升幅收
窄至百分之0.3，符合预期。美国消费信心由差不多三年最低回升。根据密歇根大学初步数
字，9月份消费情绪指数由8月的89.8升至92，高过市场预期的90.9。通货膨胀方面，美国
进口物价8月跌百分之0.5，跌幅大过市场预期的百分之0.4。分析认为，进口通胀压力将维
持温和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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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进行一连串的结构性改革将为中
国经济带来最大的长期经济利益。

• 2018年尾環球朋票市長大幅下跌，中
国经济处于多次试底阶段。2019年我
们对中港股市中长期的表现仍然乐观。

• 随着中美貿易戰，中國的經濟或會受
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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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分析

数据来源 : FE Analytics （注：以组合中基金的十大持股计算）

市场动态

数据来源 : Bloomberg

恒生指数日线走势 (HSI: IND)

进取型 增长型

十大版块分布 十大地区分布 十大版块分布 十大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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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点评

数据来源:上投摩根/萬得(2019年8月)

–本基金在把握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發展趨勢基礎上，充分挖掘新興產業發展中
的投資機會，重點關注新興產業中的優質上市公司，並兼顧傳統產業中具備新成長動力
的上市公司進行投資，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資產的穩定增值。

內地與香港互認基金系列 ─
上投摩根新興動力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H股份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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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市场指数

主要股票市场  |  World Equity Indices
亚洲 | As ia 最新价格 MTD(%) YTD(%)

亚洲 | Asia MSCI亚洲APEX50指数 1133.1 -1.1 3.2

日本 | Japan 日经225指数 20460.9 -1.2 2.2

香港 | Hong Kong 香港恒生指数 25703.5 -0.1 -0.6

中国 | China 上海深圳沪深300指数 3790.2 -0.2 25.9

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 2890.9 0.2 15.9

台湾 | Taiwan 台湾证交所加权股价指数 10462.4 -1.5 7.6

韩国 | Korea 韩国KOSPI200指数 254.3 -1.8 -2.9

印度 | India 标普BSE Sensex指数 37068.9 -0.7 2.8

新加坡 | Singapore 海峡时报指数 3081.8 -0.8 0.4

马来西亚 | Malaysia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指数 1595.2 -1.1 -5.6

泰国 | Thailand 泰国证交所指数 1639.1 -1.0 4.8

印尼 | Indonesia 雅加达综合指数 6289.1 -0.6 1.5

菲律宾 | Philipping 菲律宾综合指数 7892.8 -1.1 5.7

越南 | Vietnam 越南证交所指数 978.6 -0.6 9.6

澳洲 | Australia 标普/澳证 200指数 6507.4 -1.5 15.2

欧洲及美洲 | Europe & Amer icas

美国 | U.S.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26362.3 -0.2 13.0

标准普尔500指数 2924.6 -0.1 16.7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7973.4 0.1 20.2

墨西哥 | Mexico 墨西哥综合指数 41831.3 -1.9 0.5

巴西 | Brazil*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100524.4 -0.6 14.4

欧盟 | E.U. 欧元区斯托克50价格指数 3411.3 -0.5 13.7

英国 | U.K. 富时100指数 7184.3 -0.3 6.8

法国 | France 法国CAC 40指数 5450 -0.6 15.2

德国 | Germany 德国DAX 30指数 11838.9 -0.8 12.1

主要货币兑美元表现  |  Global Currencies (/USD)
货币(兑一美元) |  Cur renc ies (per  USD) 最新价格 MTD(%) YTD(%)

亚洲 | Asia 中国人民币 (CNY) 7.1 -0.17 3.87

日元 (JPY) 106.5 0.23 -2.89

美洲 | Americas 加拿大元 (CAD) 1.3 -0.18 -2.57

欧洲 | Europe 欧元 (EUR) 0.9 -0.64 3.69

英磅 (GBP) 0.8 -0.16 4.72

澳大拉西亚 | Australasia 澳元 (AUD) 1.5 0.11 4.76

主要商品期货市场表现  |  Global Commodities
商品期货(美元) |  Commodity  Futures (USD) 最新价格 MTD(%) YTD(%)

能源 | Energy WTI 原油 (纽交所) 56.7 2.92 18.05

布兰特原油 (伦敦洲际交易所) 60.5 2.09 9.84

天然气 (纽交所) 2.3 0.48 -16.57

金属 | Metals 现货白金 917.1 -1.78 15.26

现货黄金 1527.6 0.48 19.11

现货白银 18.3 -0.59 17.89

数据来源: Bloomberg 数据日期: 29/8/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