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國際市場新聞社(MNI)提供，並由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發佈，重點聚焦歐洲金融市場。

歐洲晨訊
2016 年 09 月 27 日
週二日程繁忙，但經濟數據重要性很
大程度上較次。
歐洲日程自 0600GMT 拉開帷幕，屆時
德國 8 月份進出口價格指數將率先登
場。
0800GMT，義大利 8 月份工業訂單和
歐元區 8 月份 M3 貨幣供應資料同時
出籠。
0830GMT，瑞典央行(Riksbank)行長英
韋斯(Stefan Ingves)現身斯德哥爾摩，
出席瑞典國會金融委員會貨幣政策公
開聽證會。

英 國 方 面 ， 英 國 央 行 (BOE) 將 在
0940GMT 發佈最新長期流動性操作結
果，隨後 9 月份英國工業聯合會(CBI)
分銷貿易調查訂於 1000GMT 公佈。
大西洋彼岸，美國 7 月份標普/凱斯-席
勒(Case-Shiller)房價指數將在 1300GMT
出爐。
1345GMT，美國 9 月份 Markit 服務業
指數初值訂於 1345GMT 登臺。
一系列美國經濟數據將在 1400GMT 亮
相，包括 8 月份營建許可、9 月份里
奇蒙德聯準製造業調查和 9 月份諮商
會(CB)消費者信心指數。

全球經濟事件日程
時間（格林威治時間/本地時間）
0600/0800

德國 8 月份進出口價格指數

0800/1000

義大利 7 月份工業訂單

0800/1000

歐元區 8 月份 M3 貨幣供應

0930/1030

英國央行(BOE)長期流動性操作

1000/1100

英國 9 月份英國工業聯合會(CBI)分銷貿易調查

1255/0855

美國 9 月 24 日當周紅皮書(Redbook)零售銷售

1300/0900

美國 7 月份標普/凱斯-席勒(Case-Shiller)房價指數

1345/0945

美國 9 月份 Markit 服務業指數初值

1400/1000

美國 8 月份營建許可

1400/1000

美國 9 月份里奇蒙德聯準製造業調查、9 月份諮商會(CB)消費者信心指數

1430/1030

美國 9 月份達拉斯聯準服務業調查

1430GMT，9 月份達拉斯聯準服務業
調查登場。
1530GMT，德國央行(Bundesbank)理事
多姆佈雷特(Andreas Dombret)亮相維也
納，在奧地利國家銀行(OeNB)發表演
講。
1515GMT，美聯準(Fed)副主席費希爾
(Stanley Fischer)現身華盛頓，在霍華德
大學(Howard University)經濟會議上發
表講話，隨後還設有聽眾問答環節。
1600GMT，德國央行理事布赫(Claudia
M. Buch)在美因茨就金融穩定挑戰發
表演講。

市場概況
外匯市場：今日亞洲早盤市場聚焦美
國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而墨西哥比
索似乎受益最大。美元兌墨西哥比索
在電視辯論開始時報 19.90 附近，此
後跌至 19.50，最新報 19.533。電視辯
論期間日圓交叉盤也獲買盤，受到標
普指數期貨略漲的支持，雖然股市上
漲時間短暫，現已重返 2980 點下方。
亞洲市美元兌日圓報開 100.35，跌至
100.07 低點後見支撐，獲電視辯論和
股市上漲的提振。美元兌日圓高見
100.87，最新報 100.76。其他匯率受益
於日圓交叉盤上升，但迄今活動限於
日圓和墨西哥比索。澳元兌美元今早
見輕微買盤，因日圓交叉盤需求和中
國 8 月份工業企業利潤優於預期。澳
元 兌 美 元 報 開 0.7633 ， 迄 今 交 投
0.7610-68 區間，最新報 0.7667。
美股收市：週一美股因歐股下跌和美
東時間週一晚 9 點美國總統候選人首
次電視辯論前惶恐不安情緒而承壓。
道瓊工業平均指數(DJIA)跌 0.91%，收
報 18,094.83 點，且那斯達克綜指亦跌
0.91%，收報 5,257.491 點。週四那指
創紀錄新高 5,342.875 點，然後見獲利
回吐並削減漲幅。標普 500 指數跌
0.86% ， 收 報 2,146.10 點 ， 並 交 投
2,145.05-2,158.54 點區間。本月，9 月

7 日 和 12 日 標 普 500 指 數 觸 及
2,187.87 點高點和 2,119.12 點低點。截
止收盤，標普 500 指數較 8 月 15 日所
創歷史高點 2,193.81 點跌 2.2%，且年
初至今累計漲 5.0%。
美國指數期貨：美國指數期貨在“追
逐風險”交易中走高，因投資者似乎
認為特普朗當選總統的前景在首次電
視辯論中暫時受阻，從而降低了市場
不確定性，雖然他的大規模減稅與基
礎設施投資政策會利好股市而成為其
得分點。目前，12 月 e-mini 標普期貨
合約上漲 8.00 點，報 2,147.75 點；12
月 e-mini 那指期貨合約漲 16 點，報
4,831.00 點，同時 12 月 e-mini 道指期
貨合約漲 63 點，報 18,077 點。
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在輕微“追逐風
險”交易中下跌，因市場認為希拉蕊
在首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中表現優
於特普朗。10 年期債現貨殖利率現升
約 1.55 個基點，同時 10 年期債期貨
漲 5 點。交易量一直可觀，其中 10 年
期債期貨成交 6.1 萬手，同時現貨成
交約 42 億美元。
日本股市：因海外股市下跌，週二早
盤日股大幅低開。因認為希拉蕊在首

場美國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中表現更
好，e-mini 標普期貨反彈，這已令日
股削減跌幅和日圓走弱。早盤收市，
日經 225 指數下跌 0.33%或 54.15 點，
報 16,490.41 點，同時 TOPIX 指數跌
0.49%或 6.50 點，報 1,329.34 點。
黃金：現貨金最新微漲 0.90 美元，報
1,338.50 美元/盎司，且亞洲早盤迄今
交投 1,336.75-1,338.85 美元區間。投資
者正在消化美國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
其中特普朗言論迄今未削弱市場，雖
然 e-mini 標普期貨較低點高約 8 點。
石油：週二亞洲時段 2016 年 11 月交
割的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WTI)期貨合
約最新下跌 0.29 美元，報 45.64 美元/
桶，交投 45.48-45.93 美元區間。在美
國總統候選人首場電視辯論和本周稍
晚阿爾及利亞國際能源論壇(IEF)前，
少量獲利回吐令市場略跌。週一油價
反彈 1.45 美元或 3.3%至 45.93 美元/桶，
因對主要產油國將在限產上取得進展
的期望日增。阿爾及利亞石油部長
Nourredine Bouterfa 在備受期待產油國
會議上講話時稱，仍存在達成減產協
定的可能性，雖然他承認此次會議或
僅產生“一些協議要素”。

技術分析
德國 10 年期國債：(Z16) 關注焦點轉向 166.38-55 區域

阻力位 4：167.86
阻力位 3：166.55
阻力位 2：166.38
阻力位 1：165.94

8 月 30 日高點
8 月 29 日低點，現為阻力位
8 月 2 低點，現為阻力位
包寜傑帶狀(Boll band)上軌

前收盤價：165.69
支撐位 1：165.33
支撐位 2：164.98
支撐位 3：164.78
支撐位 4：164.29

可變日支撐/阻力位
9 月 23 日低點
9 月 22 日小時阻力位，現為支撐
可變日支撐/阻力位

評論：Z16 合約繼續上漲，突破 165.67 令多頭現聚焦 166.38-55
區域。包寜傑帶狀上軌仍為多頭關鍵擔憂，可能限制跟風上漲。
層層支撐繼續積聚，空頭需收于 164.98 下方以確認看多壓力
減輕。依然需收于 164.29 下方以令關注焦點重返 162.56-163.57
區域 – 包括 100 日均線(位於 163.32)。

Euro Stoxx 50 指數：2929.44 點支撐至關重要
阻力位 4：3118.23
阻力位 3：3109.66
阻力位 2：3101.75
阻力位 1：3063.12

周包寜傑帶狀(Boll band)上軌
包寜傑帶狀上軌
9 月 8 日高點
9 月 22 日高點

前收盤價：2975.88
支撐位 1：2963.47
支撐位 2：2929.44
支撐位 3：2928.31
支撐位 4：2892.52

100 日均線
9 月 16 日低點
包寜傑帶狀下軌
8 月 3 日低點

評論：多頭未能突破 9 月份迄今高點 3101.75 點，這令股指在
自 3063.12 點修正後似乎壓力沉重，並增加了大幅下修的風險。
目前，空頭需收于 2929.44 點下方以暗示重返 2016 年低點，而
跌破 2892.52 點將予以確認。3063.12-3101.75 點阻力區域目前
至關重要，多頭需收于其上方以目標試探 100 周均線(位於
3237.00 點)。

Eurex 期貨市場收盤

歐洲期貨交易所 – 追求更加卓越

不可或缺的宏觀經濟與市場資訊

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 是全球領先的衍生品交易所之一，提

國際市場新聞社(MNI)為一家新聞資訊、特別是全球外匯與固
定收益市場資訊的主要供應商，為市場專業人士與希望基於可
靠資訊而作出投資決策者提供及時、相關且重要的洞察。我們
不僅提供新聞資訊，而且還提供新聞分析，將突發新聞與其對
資本市場的影響相聯繫。我們的獨家資訊往往驅動市場。

供範圍廣泛的國際基準產品。
我們運營最具流動性的歐元固定收益衍生品市場，提供最廣泛
系列全球股指衍生品，並為歐洲股市衍生品的平臺之選。此外，
我們還涵蓋股息、波動性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相關衍性品。
您可以在一個平臺上找到所有以上一切。
歐洲期貨交易所的技術兼備創新性和可靠性，全球來自 35 個
國家/地區的 400 多個會員和約 7500 名交易員正在使用我們
2000 多種產品，涵蓋 9 個傳統和創新資產類別產品和服務。

過去 30 年來我們已建立起提供任務關鍵資訊的信譽。國際市
場新聞社(MNI)在北美、亞洲與歐洲設有 12 家辦事處，新聞記
者的素質與經驗真正使我們相比其他新聞來源與眾相同。我們
的市場報導職員，包括前固定收益與貨幣交易員及瞭解市場的
策略分析師，同時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與資料通訊記者將經濟
專業知識與嚴謹的金融新聞學彙聚一身。
MNI 為德意志交易所集團全資子公司。

MNI 聯繫方式：
連絡人：Clive Tillbrook 歐洲主編
電話：+ 44 207 862 7400
電郵：clive.tillbrook@mni-news.com
MNI 銷售：

uksales@marketnews.com

nysales@marketnews

歐洲期貨交易所為德意志交易所集團子公司。
欲瞭解更多資訊，敬請訪問 www.eurexchan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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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基於 STOXX®指數的衍生品決非由斯托克及其授權者發起、認可、出售或推銷，且斯托克有限公司及其授權者均對此不承擔

任何相關責任。
道瓊斯指數、道瓊斯全球泰坦 50 指數和道瓊斯行業泰坦指數 SM 是道瓊斯公司的服務商標。道瓊斯--瑞銀(UBS AG) 商品指數 SM 以及
相關分項指數是道瓊斯公司和瑞銀（UBS AG）的服務標章。瑞銀（UBS AG）和道瓊斯公司不保薦、認可、銷售或推銷基於所有這些
指數的衍生產品，雙方對有關此類產品的交易或投資的適當性均不作任何陳述。
所有對倫敦金銀定價參考資料的使用需經過倫敦金銀市場的許可。但為避免產生疑問，倫敦金銀市場不與任何參考其價格的目標產品
產生關係，也不對其負任何責任。
PCS®和 Property Claim Services®是美國保險服務事務所 ISO Services, Inc.的註冊商標。
Korea Exchange、KRX、KOSPI、KOSPI 200 是韓國交易所（KRX）的註冊商標。
BSE 和 SENSEX 為孟買股票交易所（BSE）的商標/服務標章，且自相同、法定或其他產生的所有權利均歸 BSE 所有。根據印度法律與
相關國際條約，違反上述規定會構成犯罪。
其他公司和數據產品的名字可能為其各自擁有者的商標或服務標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