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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内阁府公佈，日本2018年第四季经济年化率增长为1.4%，符合市场预期，对比第三季
经济向下修正为下跌2.6%。按季同期GDP增长为0.3%，略低于市场预期的0.4%。日本第
四季经济回暖，主要受惠期间消费支出和资本开支的反弹；此前日本经历自然灾害，损及
企业活动并拖累经济。

• 欧盟发表第一季度经济报告，大幅削减欧元区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预测，英国脱欧及中国经
济放缓会令欧元区的前景有变坏的风险。报告中提出，欧盟预期欧元区2019年经济增长为
1.3%，2020年则为1.6%，均低于2018年1.9%的经济增长。欧盟认为，全球贸易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德国汽车业受监管影响、法国示威冲击出口、意大利政局不稳等，都
为经济带来风险。

• 从去年12月21日以来，由于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与製造业耐用品有关的数据不再发布。
美国商务部终于在2月21日公布了12月耐用品订单初值，引发分析师下调美国经济增速预
期。去年12月，季调后的美国耐用品订单初值环比增长1.2%，是去年8月以来最大月度涨
幅幷连续两个月增长，但逊于预期的增幅1.7%；11月前值从增幅0.7%上修爲1%。若扣除
运输类，12月的耐用品订单初值的环比增幅大幅收窄至0.1%，虽好于11月前值的跌幅
0.4%，但弱于预期的增幅0.3%。财经媒体MarketWatch指出，这说明12月耐用品订单主
要受汽车和飞机的需求提振，其他核心製造业领域的需求疲软，商业投资在年底不断下滑。

•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1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整体来
看，1月房价总体平稳。环比来看，一二綫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微涨，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下降；三綫城市环比涨幅均回落。同比方面，一綫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
幅比上月扩大，二手住宅涨幅回落；二綫城市涨幅均有所扩大；三綫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二手住宅涨幅与上月相同。1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指数同比升10%，连涨40个月，涨幅爲2017年7月以来最高(当时亦爲10%) 。

2019年 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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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通涨溫和回升，美国將減慢加息，
美股料将进入盘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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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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品 - 20%

电讯、媒体及科技 - 15.2%

医疗保健 - 10.3%

政府债券 - 9.3%

金融 - 9.9%

企业债券 - 9.1%

工业 - 5.2%

公用 - 3.9%

医药 - 3.5%

其他 - 13.9%

太平洋盆地 - 59.9%

香港 - 10.4%

北美洲 - 10.1%

欧洲(不計英国) - 7.7%

英国 - 3.8%

亚太地区 - 3.2%

现金市场 - 2.9%

澳大拉西亚 - 0.9%

日本 - 0.7%

其他 - 0.6%

消费品 - 16.9%

企业债券 - 13.7%

政府债券 - 14%

电讯、媒体及科技 - 12.7%

医疗保健 - 8.6%

金融 - 9%

工业 - 4.7%

公用 - 3.5%

医药 - 3.4%

其他 - 13.5%

太平洋盆地 - 58.1%

北美洲 - 9.7%

香港 - 9.4%

欧洲(不計英国) - 7.7%

亚太地区 - 4.7%

英国 - 3.8%

现金市场 - 3.5%

澳大拉西亚 - 0.9%

日本 - 1.3%

其他 - 0.9%

消费品 - 20%

电讯、媒体及科技 - 15.2%

医疗保健 - 10.3%

政府债券 - 9.3%

金融 - 9.9%

企业债券 - 9.1%

工业 - 5.2%

公用 - 3.9%

医药 - 3.5%

其他 -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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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点评

数据来源:贝莱德资产管理北亚有限公司(2018年10月)

•摩根基金—美国科技基金主要投资于与科技、媒体及电讯有关之美国企业。 本基金须

承受小型公司、科技相关公司、单一国家、流通性及股票风险。透过主要投资于美国公
司的集中组合，以期提供长期资本增值。

本基金之资产（不包括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至少67%将投资于在美国注册成立或在美国从
事其大部分经济活动之公司之股票。本基金之组合将投资于约20至40家公司。本基金有限
度投资于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资目的。

摩根基金—美国科技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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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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3 -0.7 9.0

日本 | Japan 日经225指数 20556.5 -1.0 2.7

香港 | Hong Kong 香港恒生指数 27642.9 -1.1 7.0

中国 | China 上海深圳沪深300指数 3168.5 -1.0 5.2

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 2575.6 -0.3 3.3

台湾 | Taiwan 台湾证交所加权股价指数 9932.3 0.0 2.1

韩国 | Korea 韩国KOSPI200指数 286.6 0.3 9.4

印度 | India 标普BSE Sensex指数 35591.3 -1.8 -1.3

新加坡 | Singapore 海峡时报指数 3174.4 -0.5 3.4

马来西亚 | Malaysia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指数 1684.1 0.0 -0.4

泰国 | Thailand 泰国证交所指数 1632.6 -0.6 4.4

印尼 | Indonesia 雅加达综合指数 6464.2 -1.1 4.4

菲律宾 | Philipping 菲律宾综合指数 7980 -0.3 6.9

越南 | Vietnam 越南证交所指数 915.8 0.6 2.6

澳洲 | Australia 标普/澳证 200指数 5886.7 0.4 4.3

欧洲及美洲 | Europe & Amer icas

美国 | U.S.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25014.9 0.1 7.2

标准普尔500指数 2681.1 -0.9 6.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7183.1 -1.4 8.3

墨西哥 | Mexico 墨西哥综合指数 43631.4 -0.8 4.8

巴西 | Brazil*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96996.2 -0.4 10.4

欧盟 | E.U. 欧元区斯托克50价格指数 3161.7 0.1 5.3

英国 | U.K. 富时100指数 6941.6 -0.4 3.2

法国 | France 法国CAC 40指数 4974.8 -0.4 5.2

德国 | Germany 德国DAX 30指数 11181.7 0.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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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0.30 -2.36

日元 (JPY) 109.0 0.14 -0.59

美洲 | Americas 加拿大元 (CAD) 1.3 0.18 -3.58

欧洲 | Europe 欧元 (EUR) 0.9 -0.29 -0.13

英磅 (GBP) 0.8 -0.05 -2.74

澳大拉西亚 | Australasia 澳元 (AUD) 1.4 0.39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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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 0.80 18.21

布兰特原油 (伦敦洲际交易所) 61.5 1.15 13.92

天然气 (纽交所) 2.9 1.42 0.11

金属 | Metals 现货白金 817.1 -0.60 2.70

现货黄金 1319.9 -0.10 2.92

现货白银 16.1 0.03 3.69

数据来源: Bloomberg 数据日期: 30/1/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