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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
英國將主導週二歐洲早盤日程，同時
來自歐洲大陸的數據稀少。

初期快速上漲，考慮以寬鬆政策支持
經濟脆弱性。

但是，歐洲央行(ECB)擬於 0800GMT
發佈歐元區 10 月份銀行貸款調查。

0900GMT，英國國家統計局(ONS)還將
發佈 8 月份房價指數。

英國日程自 0830GMT 拉開帷幕，屆時
9 月份消費者通脹報告和生產者物價
數據將登場。

與此同時，澳洲央行(RBA)行長洛威
(Philip Lowe)亦擬現身悉尼，在花旗銀
行會議上發表講話。此後，英國央行
將在 0930GMT 宣佈最新長期流動性操
作結果。

通脹料持續上行，英國央行(BOE)現預
計到 2017 年首季廣義通脹將重返目標。
不過，行長卡尼(Mark Carney)已表示
貨幣政策委員會(MPC)或將仔細審查

美國日程自 1230GMT 啟動，屆時 10
月份紐約聯準商界領袖調查和 9 月份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將出爐。

全球經濟事件日程
時間（格林威治時間/本地時間）
0830/0930

英國 9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和生產者物價指數(PPI)

0900/1000

英國 9 月份英國國家統計局(ONS)房價指數

0900/2000

澳洲央行(RBA)行長洛威(Philip Lowe)在花旗銀行會議上發表講話

0930/1030

英國央行(BOE)長期流動性操作

1230/0830

加拿大 8 月份製造業調查

1230/0830

美國 9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10 月份紐約聯儲商界領袖調查

1255/0855

美國 10 月 15 日當周紅皮書(Redbook)零售銷售指數

1400/1000

美國 10 月份全美住房建築商協會(NAHB)住房建築商指數(HBI)

2000/1600

美國 8 月份財政部國際資本流動數據(TICS)

繼 8 月份漲 0.2%後，9 月份 CPI 料將
上漲 0.3%。在 8 月份持穩後，分析師
預計能源價格將錄得汽油引領的上漲，
同時食品價格應適度上漲，而此前 7
月份和 8 月份持平。繼 8 月份漲 0.3%
後，9 月份核心 CPI 料將漲 0.2%，但
年率仍應接近 8 月份水平 2.3%。
1255GMT，美國 10 月 15 日當周紅皮
書(Redbook)零售銷售指數將公佈，隨
後 10 月份全美住房建築商協會(NAHB)
住房建築商指數(HHI)訂於 1400GMT
亮相。
2000GMT，美國 8 月份財政部國際資
本流動資料(TICS)壓軸登臺。

市場概況
外匯市場：廣泛美元弱勢乃亞太時段
主題，而澳元和紐元兌美元表現略強，
因亞洲股市忽略了來自美股的負面指
引並錄得上漲。澳元兌美元自 0.7625
低點穩步升至 0.7675，最新報 0.7667。
紐元兌美元維持在 0.7130-0.7189 區間，
獲優於預期的通脹數據支持。歐元兌
美 元 報 開 1.1000， 並 維 持 在 1.09961.1026 區間，最新報 1.1020。美元兌
日圓局限於 103.68-103.93 區間，美元
弱勢略微為澳元兌日圓和紐元兌日圓
資金流抵消。美元兌日圓最新報
103.80。英鎊兌美元自 1.2179 攀升至
1.2273，主要流動性欠佳情況下止損
盤驅動。英鎊兌美元最新報 1.2230。
美股收市：週一美股適度下跌。道瓊
工業平均指數(DJIA)跌 0.29%，收報
18,086.40 點；那斯達克綜指跌 0.27%，
收報 5,199.823 點，同時標普 500 指數
跌 0.30% ， 收 報 2,126.50 點 ， 交 投
2,124.43-2,135.61 點區間。若相繼跌破
上周低點 2,114.72 點和 7 月 8 日低點
2,106.97 點，則目標 2,100 點心理關口。
果斷跌破 2,100 點關口將會被視為看
空，並目標 7 月 6 日低點 2,074.02 點
和 關 鍵 支 撐 200 日 均 線 ( 現 位 於
2,069.11 點)。IBM 報告第三季度財報

優於預期，每股盈餘和營收分別為
3.29 美元和 192.9 億美元，而預期分別
為 3.23 美元和 190 億美元，但盤後交
易中股價下跌約 3%，同時 Netflix 盤
後大漲 19%，因此前發佈的第三季度
財報樂觀 – 每股盈餘和營收分別為
12 美分和 22.9 億美元，而預期分別為
6 美分和 22.8 億美元。
美國指數期貨：在 Netflix 股價因財報
優於預期而於盤後交易中勁升逾 20%
後，美國指數期貨走高。目前，12 月
e-mini 標普期貨合約漲 6.25 點，報
2,129.25 點；12 月 e-mini 那指期貨合
約漲 15.00 點，報 4,818.25 點，同時
12 月 e-mini 道指期貨合約漲 33 點，
報 18,046 點。
美國國債：亞洲時段美國國債現貨開
局交易遲緩，市場最初較週一收市水
平基本持平，10 年期債殖利率僅上升
0.5 個基點，同時 10 年期債期貨較收
市水平下跌 1.5 點。交易量與平均水
平相當，僅成交約 12 億美元，且 10
年期債期貨成交 2 萬手。
日本股市：週二早盤行將收市時日股
小幅上漲，因風險偏好改善，儘管日

圓兌美元上升。目前，日經 225 指數
漲 0.18%，報 16,928.75 點，同時東證
第 一 部 TOPIX 指 數 漲 0.02% ， 報
1,352.77 點。
黃金：現貨金最新上漲 4.00 美元，報
1,259.00 美元/盎司，且亞洲早盤迄今
交投 1,255.15-1,260.50 美元區間。因紐
元和英鎊引領的美元弱勢，黃金市場
見買盤。從技術上看，若要增強上行
動力，黃金需持續上破 200 日均線(現
位於近 1,265.22 美元)。在此之前，市
場關注焦點仍將為下行。下一支撐料
見 6 月 7 日低點 1,234.85 美元附近。
更大支撐料見 6 月 3 日低點 1,207.11
美元和 1,200 美元心理關口(5 月 30 日
低點為 1,199.8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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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最新上漲 0.24 美元，報 50.18 美元/
桶，交投 49.94-50.30 美元區間。因美
元弱勢，油市見少量買盤，儘管美國
能源資料協會(EIA)資料將顯示石油庫
存增加。從技術上看，市場需突破
2016 年高點 51.67 美元，反彈才有望
延續。

技術分析
德國 10 年期國債：(Z16) 收于 153.96 上方將減輕看空壓力

阻力位 4：165.03
阻力位 3：164.54
阻力位 2：164.51
阻力位 1：163.96

10 月 5 日高點
55 日均線
21 日均線
10 月 13 日高點

前收盤價：163.52
支撐位 1：162.81
支撐位 2：162.64
支撐位 3：162.56
支撐位 4：162.21

10 月 17 日低點
55 周均線
9 月 13 日所創月低點
6 月 17 日低點

評論：週一 Z16 合約跌破日上升趨勢線(位於 163.16)缺乏跟風，
同時包寧傑帶狀下軌(位於 162.70)和 55 日均線提供支撐。日技
術指標超賣並尋求修正，這仍為空頭關鍵擔憂。不過，多頭需
收于 163.96 上方以減輕看空壓力，且收于 165.03 上方將令關
注焦點重返 165.68-166.36 區域。只要 163.96 抑制升勢，則空
頭占優，但需收于 162.02 下方以目標 100 周均線(位於 159.54)。

Euro Stoxx 50 指數：繼續呈寬幅區間波動
阻力位 3：3101.75
阻力位 2：3063.12
阻力位 1：3053.00

9 月 8 日高點
9 月 22 日高點
包寧傑帶狀上軌

前收盤價：3008.72
支撐位 1：2954.70
支撐位 2：2922.82
支撐位 3：2892.52
支撐位 4：2807.65

包寧傑帶狀下軌
9 月 16 日低點
8 月 3 日低點
7 月 6 日高點，現為支撐

評論：股指屢次向上試探依然受阻 3063.12-3101.75 點阻力區域
前方，同時繼續在 2892.52-2922.82 點關鍵支撐區域前方見支撐。
空頭需收于 2892.52 點下方以確認看空偏好，並令總體關注焦
點重返 2016 年低點。多頭繼續期待收於 3101.75 點上方以目標
100 周均線(位於 3234.42 點)。包寧傑帶狀收窄繼續暗示突破臨
近。

阻力位 4：3118.15

周包寧傑帶狀(Boll band)上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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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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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