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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日
週五歐洲經濟數據眾多，雖然美國日
程平淡。

英國數據擬於 0930GMT 亮相，包括
10 月份貿易收支和建築產出。

行將來臨前消費者似乎依然高企，獲
得美股屢創紀錄高點支持。

市初或將出現一波歐洲央行(ECB)決策
者評論，他們在週四政策決定後向全
國媒體發表講話。

貿易報告顯然將令英國國國統計局
(ONS)就公投前數據修正提供澄清。

1500GMT，美國 10 月份批發貿易數據
公佈。

歐洲日程自 0645GMT 拉開帷幕，屆時
瑞士 11 月份失業數據將率先登場。

週五美國日程非常有限並自 1500GMT
啟動，屆時 12 月份密西根大學消費者
景氣指數初值將出爐。

1515GMT，歐洲央行執委會委員科爾
(Benoit Coeure) 現 身 巴 黎 ， 在 主 題 為
《歐洲更可持續與包容性增長所面臨
挑戰》大會上發表講話。

0700GMT，德國 10 月份貿易收支和第
三季度勞動成本將登臺，隨後法國 10
月份工業生產和預算於 0745GMT 出籠。

12 月份密西根大學消費者景氣指數初
值預計將自 11 月份的 93.8 升至 94.5。
隨著總統選舉現已塵埃落定，假日季

全球經濟事件日程
時間（格林威治時間/本地時間）
0645/0745

瑞士 11 月份失業數據

0700/0800

德國 10 月份貿易收支和第三季度勞動成本

0745/0845

法國 10 月份工業生產和預算

0930/0930

英國 10 月份貿易收支和建築產出

1500/1000

美國 12 月份密西根大學消費者景氣指數初值

1500/1000

美國 10 月份批發貿易

1515/1615

歐洲央行(ECB)執委會委員科爾(Benoit Coeure)發表講話

1700/1200

美國農業部(USDA)糧食預估 - 《世界農產品供需預測報告》

美國農業部(USDA)將在 1700GMT 發
佈《世界農產品供需預測》糧食預估。

市場概況
外匯市場：在紐約市反覆波動後，市
場似乎在等待歐洲開市，其中歐元兌
美元交易于近時段低點 1.0598。交易
員言論指放多 1 級機構正建歐元長倉
並冀望大幅反彈。支撐料見 1.0595-90
區域，同時據稱突破該區域將觸發止
損盤。
美國指數期貨：美國指數期貨漲跌互
見，市況淡靜，同時 2017 年 3 月到期
的合約成即月合約。週四三大股指均
創紀錄新高且收盤僅略有回落。道瓊
工業平均指數(DJIA)漲 0.33%，收報
19,614.81 點；那斯達克綜指漲 0.44%，
收報 5,417.356 點，同時標普 500 指數
漲 0.22%，收報 2,246.19 點。稍早三者
分別創歷史新高 19,664.97、5,424.521
和 2,251.69 點。目前，3 月 e-mini 標普
期貨持平，報 2,242.50 點；3 月 e-mini
那指期貨微跌 0.50 點，報 4,861.75 點，
同時 3 月 e-mini 道指期貨略漲 9 點，
報 19,573 點。
日本股市：週五早盤日股漲幅可觀，
因日本最大交易夥伴中國工業生產者
出廠價格指數(PPI)以 2011 年來最快速

度上漲。早盤收市，日經 225 指數漲
1.11%或 208.62 點，報 18,974.09 點，
同時東證第一部 Topix 指數漲 0.60%或
9.03 點，報 1,521.72 點。

旬/5 月末低點及去年 10 月高點區域
1,190-1,200 美元(當時為初始支撐)。黃
金需收復 1,200 美元關口才能增強適
度上行動力。

美國國債期貨：美國國債期貨顯示 10
年期債期貨在清淡市況下一度下跌約
8 點後反彈。消息稱中國正試圖通過
對澳門賭場實行提款限制來阻止資本
進一步外逃，這吸引早盤諸多注意力，
博彩股因此大幅下跌，且可能正影響
美國國債，雖然該消息見於紐約時段，
且下跌已見大量買方。目前，10 年期
債期貨較收市水平跌約 1 點，同時交
易量適度。

石油：週五亞洲時段 2017 年 1 月交割
的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WTI)期貨最新
漲 0.15 美元，報 50.99 美元/桶，並交
投 50.84-51.10 美元區間。市場自優於
預期的中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數據中獲得些許支援。週四紐約
商業交易所(NYMEX) 1 月份交割的低
硫輕質油期貨漲 1.07 美元，收報 50.84
美元/桶，且盤中交投 49.61-50.90 美元
區間。週一該即月合約高見 52.42 美
元，時值上周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
減產協議相關風險偏好與樂觀情緒最
盛。市場自 WTI 再次收于 50 美元心
理關口上方獲溫和支持。除週三外，
12 月 1 日來 WTI 一直收于 50 美元上
方。支撐位包括 12 月 1 日低點 48.98
美元和 55 日均線(現位於 48.00 美元)。
至於上方，突破本周高點將目標 2015
年 7 月 15 高點 53.50 美元。

黃金：現貨金最新下跌 2.65 美元，報
1,168.10 美元/盎司，且亞洲早盤迄今
交投 1,166.75-1,171.35 美元區間。市場
仍在適應最新歐洲央行決定 – 這令歐
元兌美元大幅下跌。今早美國國債殖
利率升幅可觀，這提振美元並因此打
壓黃金。從技術上看，週一黃金低見
1,157.26 美 元 ， 創 2 月 5 日 錄 得
1,145.36 美元低點(現為下一更大支撐)
來新低。11 月中旬，黃金跌破 2 月中

技術分析
德國 10 年期國債：(H17) 收於通道上軌上方將減輕看空壓力

阻力位 4：163.06
阻力位 3：162.98
阻力位 2：162.32
阻力位 1：162.12

12 月 5 日高點
日下跌通道上軌
12 月 5 日小時阻力位
12 月 6 日高點

前收盤價：161.41
支撐位 1：161.01
支撐位 2：160.46
支撐位 3：159.91
支撐位 4：159.14

12 月 8 日小時支撐
12 月 8 日小時支撐 a
12 月 8 日低點
11 月 14 日所創月低點(連續)

評論：在週四下跌缺乏跟風後，小時圖上層層支撐已積聚，空
頭需收于 161.01 下方以確認關注焦點乃 158.53-159.14 區域(包
括下跌通道下軌)。多頭現需收於下跌通道上軌上方以減輕看
空壓力。仍需收于 163.87 上方以終結看空希望，並令即期關
注焦點轉向 164.65-165.55 區域(包括 55 日和 100 日均線)。

Euro Stoxx 50 指數：多頭目標 100 周均線

阻力位 4：3314.28
阻力位 3：3239.06
阻力位 2：3227.40
阻力位 1：3195.79

2015 年 12 月 29 日高點
12 月 23 日低點，現為阻力位
100 周均線
1 月 5 日高點

前收盤價：3185.79
支撐位 1：3172.01
支撐位 2：3141.42
支撐位 3：3109.61
支撐位 4：3108.08

12 月 8 日小時支撐
12 月 8 日低點
10 月 24 日所創月高點
200 周均線

評論：在上破 3109.61 點後，股指繼續向 100 周均線(仍為當前
看多焦點)邁進。層層支撐追隨股指上移，空頭需收于 3141.42
點下方以減輕看多壓力，且收于 200 周均線下方將令關注焦點
重返關鍵均線區域 2984.48-3051.81 點。日技術指標超買和包寧
傑帶狀上軌乃多頭關鍵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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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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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