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政府下调

经济基本评估

日本内阁府14日发布10月份经济展望调查报

告，下调本国经济基本评估，主要原因是工业产出

及出口在部分经济体需求放缓拖累下增长乏力。

内阁府认为，目前日本经济整体“正在温和

复苏， 但部分领域增长疲弱” 。 这也是政府自

2014年10月份以来首次下调本国经济基本评估。

具体来看，内阁府认为工业产出“近期呈现

疲软基调” ，较9月份时的表述有所下调。 内阁府

官员说，随着对亚洲地区出口放缓，日本机械、电

子零部件及电子机械等生产均有所减少，造成整

体工业产出下滑。 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该国工业

产出环比下滑0.5％，为连续两个月环比下降。

与此同时， 随着8月份消费支出有所增加，

内阁府维持国内个人消费基本评估， 认为其增

长态势总体稳固。此外，内阁府认为企业资本支

出正“逐步增长” 。

展望未来，内阁府认为日本经济有望复苏，

但同时伴随一定下行风险。 美联储是否会在年

内加息将成为焦点， 内阁府将关注其对日本金

融及资本市场的影响。（许缘 乐绍延）

德国政府预计

德国经济今年增长1.7%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德国政府14日发布秋季预测报告表示，将

对德国2015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从4月的1.8%下

调至1.7%，不过预计德国2016年经济增速会加

快至1.8%。

报告还表示，将对德国2015年出口增幅预期

从4月时的4.7%上调为5.4%，2016年出口增幅预

期从4.5%下调为4.2%；将对德国2015年进口增幅

预期从4月时的5.7%上调为5.9%，2016年进口增

幅预期从5.1%上调为5.3%。 此外，德国政府预计，

德国2015年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升0.3%，

2016年上升1.1%；并预计难民涌入将使得明年德

国失业人数增加6万人，均值达到286万人。

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表示， 在部分新兴

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 德国经济仍

处在良好的轨道上。目前来看，消费者支出是德

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 难民情况是德国的一

大挑战， 不过当前并没有关于德国会陷入通缩

状态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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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普遍看好 港股环保板块逆势拉升

□

本报记者 杨博

港股大市14日小幅下跌，但环保板块仍逆市

走强，特别是水务、新能源等细分板块表现突出，

部分个股实现两位数涨幅。 随着“十三五”规划

相关议题讨论升温，环保成为机构普遍看好的受

益板块。

环保股成市场亮点

14日港股市场上， 环保板块成为为数不

多的亮点所在， 新能源、 水务股表现尤为活

跃。 截至当天收盘， 中国环保能源（00986.

HK）上涨10.4%，股价创三个月新高，京能清

洁能源 (00579.HK) � 上涨10.23%，光大国际

（00257.HK） 上涨5.3%， 东江环保 (00895.

HK)上涨3.1%。

光伏板块也受到投资者受捧，截至14日收

盘，协鑫新能源(00451.HK)�上涨8.8%，顺风洁

能 (01165.HK) 上涨8.2%， 卡姆丹克太阳能

(00712.HK)上涨7%，联合光伏 (00686.HK)上

涨6%。 日前，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司副司长梁志鹏透露称， 光伏补贴在未来

8-10年不会停止。 工信部副部长怀进鹏表示，

将持续推动行业规范建设，推动光伏企业兼并

重组、工艺技术创新。

另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今年前三

季度， 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量约为10.5GW，同

比增长177%，光伏制造业总产值超过2000亿

元人民币。 光伏企业盈利情况明显好转，前十

家组件企业平均毛利率超过15%，多数企业扭

亏为盈。

水务板块也表现突出，在10月迄今的九个

交易日中，已经在八个交易日内实现上涨。 截

至14日收盘， 云南水务 （06839.HK） 上涨

6.3%，康达环保（06136.HK）上涨4.4%，天津

创业环保股份（01065.HK）上涨3%。

中投证券报告认为，四季度有望迎来环保

大行情，建议重点配置。第二批PPP示范项目出

台，环保项目多且单个金额大，有望带来新一

轮的订单潮，其中水处理行业将重点受益。

专注于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投资公司

RobecoSAM在近期发布的 《水： 未来的市

场》报告中预计，全球水资源市场规模在2025

年将达到1万亿美元， 增长的动力部分来自中

国、印度等亚洲国家政府的政策。 报告指出，由

于经济和人口快速增长、 城市化水平日益上

升，诸多亚洲市场面对水资源稀缺的挑战更为

严峻。水资源稀缺的挑战推高了对创新解决方

案的需求，增加了投资机遇。 水资源市场的增

长将在未来5年出现反弹， 年复合增长率预期

为5%-6%，目前最大的市场是美国，但印度和

中国有望以14%和10%的最快年复合增长率

领跑全球。

机构看好后市

分析人士认为，“十三五” 规划将给资本

市场带来主题投资机会，而环保等新兴产业主

题最被看好。

渤海证券14日发布节能环保行业周报称，

“十三五” 规划出炉在即，环保领域规划有望

获市场聚焦， 环保板块或将迎来短线机会，建

议重点关注各子行业领域龙头个股。 报告称，

四季度在政策及创新模式的持续推动下，环保

行业正步入快速增长期。 随着顶层设计逐步完

善，各大环境战役全面推进实施，“十三五” 期

间行业发展有望延续高景气度。 维持行业“看

好” 评级。

星展唯高达发表报告，预计内地本月会公

布“十三五” 规划，污染防治、新能源会是部分

主要重点，建议“增持”环保股。

汇丰在最新的亚太股市四季度策略报告

中指出， 由于中资企业盈利增长未见复苏迹

象，料亚太区股市表现仍会挣扎。 在亚太股市

较困难的环境下，应聚焦能够长线克服增长放

缓的主题板块，其中包括新能源。

瑞信：环保行业

将受惠“十三五”规划

□

本报记者 杨博

瑞信14日发表报告称，维持对中

国环保行业的正面看法，主要由于行

业具备强劲的需求增长、持续的升级

潜力，且继续得到政策支持。

瑞信预计， 即将公布的 “十三

五” 规划将一如既往的推出政策，推

动中国的环保行业，投资计划将更积

极，同时也可能会提高对空气质素及

水质的目标，预计对水务领域着墨较

多。 该行指出，2016至2020年环保投

资规模有望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这

意味着年度投资额或达到2.4万亿元

人民币。

瑞信分析师对水务和新能源板

块前景看好。 预计“十三五” 计划加

快行业投资，加上主要营运商的项目

管道强劲，将显著提高水务行业2017

年之后的增长，2020年水务股龙头

的盈利增长将会较此前预期高出

10%至22%。

新能源方面，瑞信分析师表示，

在与行业专家和政策智囊会面后，

对“绿色能源” 比“灰色能源” 优胜

的看法进一步强化。“十三五” 规划

期间， 可再生能源将得到国家的全

力支持， 风能运营商和城市燃气供

应商可获得大多数利益。 该行给予

华能新能源 (00958.HK)、金风科技

(02208.HK)、 绿色动力环保 (01330.

HK)、中国燃气 (00384.HK)、威胜集

团 (03393.HK)“跑赢大市” 的投资

评级。

富达看好中国经济和市场前景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富达国际投资14日宣布， 其已经在中国成

立新的外商独资企业， 以助力富达在中国未来

的业务拓展计划。

富达国际投资金融服务业务总裁Brian�

Conroy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富达在

中国开展业务已有15年之久， 在大连共有超过

350名员工，并在上海和北京设有代表处。 此次设

立外商独资企业是富达在中国这一重要市场中深

入业务拓展的另一里程。他表示，富达的投资专家

团队保持着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但并非衰退的

观点。目前，中国新经济下的多项经济活动指标如

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零售额、在线活动

及居住性房地产销量等都在逐年递增，加之政府

积极推动改革日程，令其对中国的长期投资前景

抱有信心。 如今规模庞大的中国经济正经历重大

转型，经济增速放缓是十分正常的。

富达国际投资亚太区（不包括日本）董事

总经理陶博宏（Mark� Talbot）表示，一旦相关

监管开放政策出台， 富达将有机会通过这家外

商独资企业向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展示其在中国

本地的投资能力。 富达一直持续与中国监管机

构的积极对话， 探讨在中国改革日程下富达未

来的发展机会， 同时也已经通过为中国机构投

资者提供离岸市场投资服务与众多机构建立了

牢固的关系。一旦获得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富达

将可以通过这家外商独资企业为中国的机构客

户提供更多投资选择。 陶博宏指出，中国A股市

场近期的下滑提供了一些个股买入机会。 富达

的主动管理策略使得其可以在个股层面发现有

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不确定性升温 国际油价波动加剧

□

本报记者 官平

近期国际油价波动加剧， 尽管市场供需矛

盾逐渐修复，但多个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存在。10

月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2015年11月交货的轻

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探至每桶近51美元/桶，最

低为43.97美元。 13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93%至每桶46.66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

克）仍将继续保持高产政策，不过受低油价以及

高成本的影响，美国原油产量已经下滑，原油市场

供需再平衡已经启动，不过由于伊朗即将恢复出

口增长，供应过剩的压力仍将持续打压油价。

原油基本面并未生变

10月上旬，纽约油价快速回升，仅10月9日

当周累积涨幅超过8%。 但随后在本周开始，国

际油价开始大幅跳水，纽约油价截至10月14日

周跌幅近6%。

一些机构表示， 近期国际油价反弹是由于

市场情绪和资金面好转带来的， 并非基本面发

生变化。随着原油市场库存的增加，油价面临下

跌压力。

美国能源情报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2015年10月2日美国商业原油库增加307.3万

桶至4.60997亿桶， 汽油库存增加191万桶至

2.2392亿桶， 馏分油库存减少245.8万桶至

1.4915亿桶， 美国原油期货合约交割地库辛库

存增加9.8万桶至5307.2万桶。

国际能源署13日发布的原油市场报告指

出，低油价对原油需求的提振正在减弱，预计明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放缓， 今明两年全球原油

需求的日均增量分别为180万桶和120万桶。

花旗集团10月13日发布报告称，石油市场

将为“再跌一波做好准备” ，原油近期的升势与

去年冬天的反弹类似，都不是基本面所推动。原

油库存继续增加，对于需求复苏的预期乐观，尽

管市场终将平衡， 但市场的现状是任何有关复

苏的经验法则都需要被搁置。

供需再平衡启动

虽然基本面暂时偏空， 但资金面上多头跃

跃欲试。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

新发布的持仓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0月6日，

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WTI）基金总持仓出现

增仓。具体统计可知，当周WTI基金多头较上周

增加9615手，空头增加3082手，致使净多增加

6533手，增幅2.6%，多头增仓多于空头增仓，市

场对后市看法偏多。受数据公布的时滞影响，基

金持仓部分反映的多空情绪相对滞后。

看多情绪也是有基本面变化因素的影响。

从原油供应来看，华泰期货研究报告认为，从钻

机数量来看，贝肯休斯上周五的数据中，美国油

井钻机进一步回落26台至614台的5年低位，考

虑到页岩油的生产特点， 若新井的增产速度无

法覆盖老井的衰退速度导致减产， 那么在钻机

数量未大幅恢复之前， 预计减产仍是一个持续

的过程。

此外，在中国国庆长假期间，因欧佩克官员

表示， 该组织以及非欧佩克产油国应该通过合

作共同解决原油供应过剩的问题。 若各方达成

减产合作协议，将快速缓解原油市场供需矛盾，

促使供需前景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

不过， 不确定性因素还仍然存在。 可以看

到，伊朗重回原油市场后也将影响原油价格。业

内人士表示，如果原油价格回升，美国原油产量

的增速可能超过其下降的速度。 后续的不确定

性主要来自减产与伊朗恢复出口情况。

收购传闻刺激

晟碟股价大涨

□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闪存芯片制造商晟碟 （Sandisk）股

价在13日美股盘后交易时段大涨近12%。 当天

有市场消息称， 晟碟正与芯片商美光和西部数

据进行洽谈，探讨被收购的可能性。 截至13日

收盘，晟碟市值为126亿美元。

晟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制造商之

一，与三星并驾齐驱，是全球NAND闪存市场的

龙头。闪存主要用于移动设备中，如今也越来越

多的应用于计算机和数据中心。

行业分析人士称， 收购晟碟将令美光在

NAND闪存市场上占据领导低位， 上财季美光

近三成的收入来自闪存业务。 而对西部数据来

说，收购晟碟能够扩大其业务领域，保持未来产

品竞争力， 此前西部数据已经进行了多宗小规

模的闪存业务收购。

受全球经济下滑和智能手机增长放缓影

响，全球半导体行业增速放缓，有机构预计该行

业2016年可能会出现衰退。 今年以来，芯片业

频现并购交易， 制造商纷纷通过整合来扩大规

模，抢占市场。 此前安华高斥资370亿美元收购

美国博通公司， 创下半导体业最大规模的收购

交易， 荷兰芯片商恩智浦118亿美元收购飞思

卡尔， 英特尔167亿美元收购可编程处理器制

造商Altera。

美加息前景迷离 黄金股借势而起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美联储在上周三公布的会议纪要中暗

示，如果经济不出现更多明显向好的迹象，可

能并不会急于加息。 这使得更多投资者预计

美联储年内加息可能生变， 多种大宗商品开

始受益于美元走软预期而大幅反弹， 特别是

国际金价连续上涨至近四个月高位。 截至北

京时间14日19时15分， 其上涨0.27%至每盎

司1168.5美元。

多家机构表示， 美股和港股中的黄金类股

票表现无疑与金价密切相关，如果金价坚挺，前

者也将获得更多投资者青睐，从而借势而起。

金价有望持续走强

近期看多黄金以及白银的情绪明显升温。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公布的

周度持仓报告显示，在截至10月6日当周，受到

美元汇率走软等预期因素影响， 对冲基金等大

型机构投资者增持了黄金和白银净多仓位，持

有的Comex黄金净多仓位较此前一周增加

7929手期货和期权合约，至49822手合约；持有

的Comex白银净多仓位较此前一周增加16218

手合约，至25293手合约。

FXStreet分析师麦塔表示，部分新兴市

场经济数据表现不佳使得市场对美联储加

息的预期进一步降低。 近期美元的疲软将成

为支撑金价表现的重要因素。 市场对美联储

加息预期的减弱，加之避险需求的增加都将

使得金价继续上涨。 麦塔指出，接下来市场

将要关注的是非常关键的美国零售数据和

PPI数据。

苏格兰皇家银行大宗商品分析师表示，近

期黄金市场气氛已经发生明显改变。 美联储真

正走入加息周期目前来看将会非常慎重， 年内

维持利率不变也是有可能的。 对冲基金也开始

回归和看好黄金市场， 未来金价有很大几率继

续走高。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警告称，黄金走强难以

再持续。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表示，推动近期金

价上涨的因素更多只是因为对美联储加息时点

延后的预期，但在强劲经济的支撑下，联储无疑

将收紧货币政策，美元走强并无过多悬念，只是

时间早晚的问题。

机构看好黄金股

除金价本身外，多家机构预计，美股市场

中与黄金相关的股票被低估，在金价走强预期

明显的背景下，存在买入机会。 最近五个交易

日中， 多只黄金类股票好于美股大盘表现，例

如哈莫尼黄金累计上涨16.1%， 亚马纳黄金累

计上涨14%。

美国Encompass� Fund(ENCPX)基金经

理马尔康姆·吉森表示，美股黄金采掘、金矿等

黄金相关企业目前被市场所低估， 这些公司的

市值甚至还没有它们持有的现金高。 他说：“现

在是投资金矿类股的大好时机。 在黄金价格企

稳上扬的背景下， 该板块股票随之上涨的概率

较大。 ”

沃维克金融顾问公司合伙人肯·福特指

出，今年以来黄金相关行业已经出现了不少并

购事件，这些都会推动黄金股上涨，并且可能

也是金价会走高的一个迹象。 福特指出，除黄

金本身外，投资者可以先买一些黄金和商业零

售结合的股票试水，然后再购买拥有比较好现

金流和矿山资产的黄金股。 在看好今年四季度

相关股票上涨的同时，吉森还建议短期内有回

调时再买入。

Adrian� Day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艾

德里安·戴认为，近期黄金和黄金股具有上涨空

间。特别是从以往经验和数据来看，在黄金牛市

中，黄金股涨幅甚至会超过黄金。

英国失业率创七年新低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英国国家统计局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

国今年6月-8月的失业率下跌至5.4%， 创下

2008年以来的新低， 此前三个月失业率为

5.5%。 经济学家对最新失业率的平均预期为维

持5.5%不变。

具体而言， 最近三个月英国失业人数下跌

7.9万，至177万人。衡量失业水平的涉及范围更

窄的指标失业金申请人数9月连续第二个月上

升，较8月增加4600人，申请比例维持在2.3%。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失业率跌至七年以来的

最低水平，显示出该国就业市场正在抵抗全球经

济增速放缓带来的不利影响。 数据还显示，在没

有通胀的情况下，英国民众实际收入的增幅创下

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最高水平。经价格

调整后，最近三个月薪资增幅维持在2.7%。 这可

能会促进消费者支出， 由于经济缺乏物价压力，

英国央行有将利率依然维持在纪录低点的空间。

英国国家统计局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

月份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下跌

0.1%，不及预期。 这是今年内英国通胀率第二

次出现下滑， 此前的4月， 英国通胀率出现了

1960年以来的首次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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