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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05 日
新一周開局歐洲日程繁忙，同時週末
事件後續影響還需關注，因市場考量
奧地利與義大利投票結果。
日內稍晚，歐洲央行(ECB)行長德拉吉
(Mario Draghi) 和 執 委 科 爾 (Benoit
Coeure)將現身布魯塞爾，出席歐元集
團會議，其中希臘乃重要討論主題。
英國方面，高等法院開始政府就觸發
脫歐第 50 條款提起的上訴。聽證料持
續 4 天，而判斷將在 1 月初作出。
歐洲資料日程自 0800GMT 拉開帷幕，
屆時西班牙 10 月份工業生產資料將率
先出籠。
0815GMT，西班牙 11 月份服務業和綜
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將公佈，

隨後義大利、法國、德國和歐元區 11
月 份 服 務 業 和 綜 合 PMI 終 值 訂 於
0845GMT 、 0850GMT 、 0855GMT 和
0900GMT 相繼發佈。

1425GMT ， 芝 加 哥 聯 準 主 席 埃 文 斯
(Charles Evans)擬于芝加哥高管俱樂部
早餐會上發表演講，並設有媒體問答
環節。

此外，歐元區 12 月份 Sentix 經濟景氣
指數擬於 0830GMT 登臺。

美國資料日程自 1445GMT 啟動，屆時
11 月份 Markit 服務業指數終值將出爐。

主要英國資料將在 0930GMT 亮相，即
11 月份 Markit/CIPS 服務業 PMI。

一系列美國數據擬於 1500GMT 登臺，
即 11 月份就業趨勢指數和供應管理協
會(ISM)非製造業指數。

1000GMT，歐元區 10 月份零售銷售將
登場。
大西洋彼岸，美國日程自 1330GMT 啟
動，屆時紐約聯準主席杜德利(William
Dudley)將現身紐約，在使紐約更好協
會上就宏觀經濟前景發表講話。

1905GMT，聖路易斯聯準主席布拉德
(James Bullard) 於 亞 利 桑 那 州 立 大 學
W.P.凱瑞商學院主辦的第 53 屆經濟預
測午餐會上就美國經濟與貨幣政策發
表講話，並設有媒體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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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格林威治時間/本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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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高等法院就第 50 條款過程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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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聯準主席杜德利(William Dudley)發表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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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11 月份就業趨勢指數(ETI)、美聯準勞動市場狀況指數(LMCI)和供應管理協會(ISM)非製造業指數

市場概況
外匯市場：亞太市場歐洲政治事件成
焦點，開盤後不久奧地利自由黨候選
人霍費爾承認在總統選舉中敗給了前
綠黨領導人范德貝倫。稍晚，義大利
修憲公投被否，這將令總理倫齊辭職。
歐元兌美元因奧地利選舉結果而升至
1.0685，但在義大利修憲被否後大跌
至 1.0506，最新報 1.0545。義大利公
投所致避險氛圍令美元兌日圓自
113.58 跌至 112.88，然後獲利回吐和
東京定盤時需求推動匯價收復全部失
地，並衝擊時段高點 113.86，最新報
113.56。澳元兌美元報開 0.7453，並交
投 0.7413-0.7461 區間。同時，紐元兌
美元因義大利公投結果而承壓，自稍
早高點 0.7142 下跌，且隨後擴大跌幅，
這源於消息稱紐西蘭總理約翰·基(John
Key)將辭職。紐元兌美元低見 0.7070，
最新報 0.7095。
美股收市：美股持守本周所見多數漲
幅，但週末前獲利回吐顯著。週五道
瓊工業平均指數(DJIA)小跌 0.11%，收
報 19,170.42 點；那斯達克綜指略漲
0.09%，收報 5,255.652 點，且標普 500
指數漲 0.11%，收報 2,191.95 點。本週
三大股指分別創下歷史新高 19,225.29、
5,403.861 和 2,224.10 點(分別為 11 月
30、29 和 30 日)。

美國指數期貨：美國指數期貨僅小跌，
在開市回應義大利修憲公投被否而見
e-mini 標普期貨一度下挫 12 點後反彈。
不過，歐洲股市開盤時有進一步下跌
風險，因相應政治不確定性可能令義
大利銀行援助計畫面臨威脅並打壓歐
洲銀行股。目前，12 月 e-mini 標普期
貨跌 3.25 點，報 2,189.00 點；12 月 emini 那指期貨跌 9.50 點，報 4,729.00
點，同時 12 月 e-mini 道指期貨跌 7 點，
報 19,151 點。
日本股市：日股未能自開盤下跌中大
舉反彈，儘管美元兌日圓上升。市場
或許正在觀望歐洲股市如何回應義大
利公投被“否”，其中銀行板塊料將
承壓。早盤收市，日經 225 指數下跌
0.64%或 117.01 點，報 18,309.07 點，
同時東證第一部 TOPIX 指數跌 0.73%
或 10.86 點，報 1,467.12 點。
美國國債期貨：在因義大利總理倫齊
辭職而下跌至時段低點後，美國國債
期貨小幅反彈，其中 10 年期債期貨仍
較開盤高點跌 10.5 點。市場走勢可能
在歐洲時段逆轉，但此次或許不同，
因投資者仍須應對義大利銀行在公投
後如何交易，其中《金融時報》剛剛
報導稱，在倫齊公投失敗後，對世界

最古老銀行 Monte Paschi 的援助協定
已成疑。風險為存款出逃加劇，從而
令整個義大利銀行業面臨威脅。
黃金：現貨金最新下跌 4.65 美元，報
1,172.80 美元/盎司，且亞洲早盤迄今
交投 1,1171.70-1,188.20 美元區間。市
場下跌，因歐元在義大利否決總理倫
齊(Renzi)公投並因此導致其辭職後跳
水。不過，儘管歐元自時段低點反彈
和公投被否後義大利銀行業所面臨風
險上升，但黃金繼續掙扎于時段低位。
原油：週一亞洲時段 2017 年 1 月交割
的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WTI)期貨最新
跌 0.47 美元，報 51.21 美元/桶，並交
投 51.04-51.64 美元區間。因義大利公
投被“否”後美元強勢，市場下跌，
同時貝克休斯(BH)美國活躍石油鑽井
數量也增至 1 月份來新高。此外，儘
管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達成減產協
定後油價已勁升逾 13%，但一些對減
產將如何實施的疑慮正湧現。法國巴
黎銀行商品策略師稱，“承諾減產與
減產並不是一回事”。展望未來，
“對 OPEC 遵守協議的信心對維持近
期油價上漲至關重要，因遵守協議的
統計證據出現將有時滯”，他們說道。

技術分析
德國 10 年期國債：(Z16) 161.49 阻力位現至關重要
阻力位 4：162.08
阻力位 3：162.01
阻力位 2：161.49
阻力位 1：161.13

11 月 28 日高點
11 月 30 日高點
11 月 30 日小時阻力位
12 月 2 日高點

前收盤價：161.12
支撐位 1：160.68
支撐位 2：160.11
支撐位 3：159.54
支撐位 4：159.14

12 月 2 日小時支撐
12 月 2 日小時支撐 a
12 月 1 日低點
11 月 2 日所創月低點

評論：空頭一直未能利用 Z16 合約自 162.01-08 區域回落機會，
而週五該合約大舉反彈並相對看多收盤。多頭繼續期待收于
161.49 上方以令壓力重返 162.01-08 區域，然後需收于 162.08
上方以令即期關注焦點轉向 162.85-163.71 區域(包括 200 日均
線)。初始支撐目前見 160.68，空頭需收于其下方以減輕 161.49
所承受壓力。

Euro Stoxx 50 指數：自 200 日均線下方反彈
阻力位 4：3109.61
阻力位 3：3105.30
阻力位 2：3096.03
阻力位 1：3070.79

10 月 24 日所創月高點
200 周均線
周包寧傑帶狀(Boll band)上軌
11 月 14 日高點

前收盤價：3015.13
支撐位 1：2988.55
支撐位 2：2984.48
支撐位 3：2959.32
支撐位 4：2937.98

包寧傑帶狀下軌
12 月 2 日低點
11 月 9 日小時支撐
11 月 9 日低點

評論：在過去幾周仍於 100 日和 200 日均線前方獲支撐後，週
五空頭未能利用指數跌破兩者之機會，且隨後反彈令空頭擔憂。
但 多 頭 仍 需 收 於 3070.79 點 上 方 才 能 令 壓 力 重 返 3105.303109.61 點區域(包括 200 日均線)。初始支撐目前見 2954.48 點，
空頭需收于其下方以確認關注焦點乃 2922.82-2937.98 點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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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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D UK 年度所有權指數是投資所有權資料庫有限公司的註冊商標，且歐洲期貨交易所已獲授權使用。
SLI®、SMI®、SMIM®、SPI®和 VSMI®是瑞士交易所（SIX）的註冊商標。
各種 STOXX®指數、其中包括的數據和指數名稱中使用的商標為斯托克有限公司（STOXX Limited）和/或其授權者歐洲期交所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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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