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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情绪升温 港股升势料延续

近期港股市场乐观情绪升温，反弹有望延续。 周三恒生指数突破8月底的

反弹高点22424点，如果A股“十一”长假后有不错表现，恒指或有机会进一步

向上挑战230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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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CPI涨幅料回落 稳增长将继续发力

□

本报记者 任晓 李超

下周起， 国家统计局将陆续发布9月经

济数据。 分析人士预计，9月CPI同比涨幅将

回落，投资增速继续下滑，经济下行压力依然

较大。综合机构观点，四季度稳增长政策有望

继续发力，积极财政政策仍存在较大空间。今

年以来已有万亿元规模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获批，一些重大项目将陆续启动，稳增长政

策将明显见效， 有助于推动经济逐步企稳，

预计实体经济将在四季度改善，明年上半年

企稳。

食品价格整体平稳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报告认为，据商

务部公布的周频农产品价格指数，9月前三

周食品价格有涨有跌，整体走势平稳。 其中，

蛋类、肉禽类食品价格延续上涨，蔬菜类、水

产品类食品价格环比小幅下降。 非食品价格

总体保持平稳，同比涨幅在1%-1.3%左右。9

月CPI翘尾因素为0.11%，环比下降0.45个百

分点。 综合判断，9月CPI同比涨幅可能在

1.6%-2%之间，取中值为1.8%，较8月有所

回落。

中信建投宏观分析师胡燕妮认为，食品

价格方面，9月猪市因素仍很关键。 9月生猪

和猪肉价格震荡回落，北方生猪及猪肉价格

在8月下旬下跌后已企稳， 南方则出现补跌

行情。 “双节” 临近并未带领肉价进入新一

轮快速上涨，主要原因是近期因猪价加速下

跌，养殖户惜售心态缓解，出栏积极性较高，

加上天气转凉， 部分地区口蹄疫和五号病

突出，生猪出栏加速，有抛售现象，预计后市

猪价震荡态势不变。 同时，厄尔尼诺现象影

响已消退， 全国多数地区蔬菜产量供应充

足， 从商务部和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来看，农

产品批发价格总指数和菜篮子产品批发价

格指数也环比回落。 因此，食品价格整体增

长平稳。

非食品价格方面， 在过去9年中，9月非

食品价格环比上涨幅度为0.2%-0.7%。9月下

旬，大宗商品价格延续跌势，工业通缩仍在继

续，非食品价格难起波澜。 预计9月CPI同比

上涨1.8%。

投资增速或继续下滑

9月财新PMI初值为47.0%，反映了内外

需低迷对国内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的冲击。

招商证券预计，9月宏观数据表现疲软，预计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10.7%，消费同比增长10.9%。

具体来看， 螺纹钢价格跌至历史最低水

平，粗钢产量、电厂耗煤量也表现低迷，预计

9月工业增速可能再度跌破6.0%。 工业生产

低迷导致制造业投资低迷， 而地产投资短期

内难以受到销售形势好转的刺激。 水泥价格

持续下跌反映了基建投资反弹幅度有限。 因

此，预计9月投资增速仍将继续下滑。

交行研究报告认为，1-8月固定资产投

资资金来源增长6.8%，与1-7月持平，较1-6

个月回升0.5个百分点。投资资金来源状况有

所改善，但资金来源增速仍较低，难以支撑投

资增速上升。 9月周频的中钢协综合钢材价

格指数明显下降，9月下旬为61.19点， 较8月

末下降2.17点。板材、长材、高线、无缝管分别

下跌至60.3、62.23、63.88、60.12点。高频的主

要建筑材料价格延续下降，9月下旬螺纹钢、

盘螺、圆钢、中板价格分别跌至2112、2310、

2055、2066元/吨。 当前需求疲弱，投资缺乏

回升动力。 从高频的水泥价格指数走势看，9

月全国水泥综合价格指数止跌企稳，9月下

旬为81.62点。 分区域的水泥价格有涨有跌，

东北和西北地区水泥价格下跌明显，9月下

旬分别为97.22/80.41点；华东地区水泥价格

上涨明显，从月初的73.99点上升至75.41点。

部分地区水泥价格企稳， 显示稳增长措施可

能正在产生效应， 但难以证明全国投资状况

的改善。综合判断，1-9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同比增长10.8%， 环比继续下降， 但降幅收

窄。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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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外汇储备

减少432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7日发布的“官方储备资

产表”显示，截至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

为35141.20亿美元，较8月减少432.61亿

美元。 这是外汇储备连续5个月出现减少，

但与8月外汇储备创纪录地减少939.29亿

美元相比，9月外储降幅收窄。

A04�期货周刊

黄金周掀抢金潮

金市投资有门道

国庆长假，北京、南京、青岛等多地市

民和游客争相购买“促销金饰” ，虽与前两

年“中国大妈” 抢金潮的热度不可同日而

语，但也掀起一波金饰品消费小高潮。 内地

金饰品市场的旺季景象， 是否真的应验了

金价触底的猜测？ 或者只是黄金周里的幻

影而已？

A07�公司新闻

车企加快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布局

目前车市惟有新能源汽车、SUV汽车、

锂电池产业链、 后汽车市场等板块呈现亮

点。车企纷纷加快新能源汽车及相关产业链

布局。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

能源国企有望走在混改前列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对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

领域如何推进混改的问题，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从改革的迫切性、力度、规模来

看，能源国企有望走在混改前列。企业改革与行

业改革密不可分，能源国企改革需与电力、油气

体制改革齐头并进， 并购重组和整体上市是混

改的重要途径。

售电侧混改潜力大

中国证券报： 在国有企业推进混改的过程

中，能源国企有哪些机遇？

林伯强：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推了一段时间，

一些企业尝试改革路径和模式探索， 但具体怎

么走、 掌握什么样的尺度并不是很清楚。 《意

见》做了一些比较切实可行的界定，如分类分

层推进混改，有利于改革的可操作性，也比较符

合现实。

从分类推进混改来看， 让商业类国企进入

市场参与直接竞争， 依据经营业绩指标和市场

竞争力进行考核， 有利于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

条件， 公平竞争才能真正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

力。电力、油气等能源企业在国有企业中占较大

比重，从改革的迫切性、力度、规模来看，能源企

业有望站在混改的前列。

能源国企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之一。 能

源国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有利于增加能源

行业的资金来源和提高管理效率， 对于能源行

业无疑是长期利好。

在电力领域， 售电侧目前是最具潜力的部

分。售电侧进行混改的门槛较低，民营资本的机

会较多。随着售电侧的放开，民营企业投资电力

的积极性可能大幅提升，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

机会将越来越多。 从分层来看，由于种种原因，

在近20年来能源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

和民营企业没有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 国企集

团公司层面推进混改比较困难。

应加快价格改革

中国证券报： 能源国企推进混改应解决哪

些问题？

林伯强： 非国有投资者作为纯粹的经济人，

其行为准则是利润最大化，但对价格的行政干预

使得投资盈利面临不确定性，影响了非国有企业

进入的积极性。 因此，混改的双方或多方除必须

有共鸣和互补点外，还要解决“玻璃门” 的相关

问题。 例如，加快油气价格改革，为油气企业提供

一个可以预期、稳定的运行环境。 在目前油气供

应格局下，如何兼顾石油涉及的国家安全和参与

国际竞争？ 如何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以使民营企

业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 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一个

过程，其成功取决于各种配套改革以及观念的转

变。 国企改革需与电力体制改革、油气体制改革

等行业改革一起推动。 企业改革与行业改革密不

可分，只有相互促进，才能真正做好。

中国证券报：随着混改的推进，并购重组和

整体上市是否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林伯强：国企改革需要并购重组，混合所有

制改革也需要并购重组。 整体上市有利于解决

部分国企负债率过高以及尾大不掉的关联交易

问题。 实现整体上市需解决一些问题。

首先，整体上市不应降低上市资产质量。在

公司上市时，为了满足股票发行相关约束，相当

部分的国有能源企业通过剥离企业内部最优质

资产，实现分拆上市。（下转A02版）

中航工业重组整合发动机资产

中航动力、成发科技和中航动控国庆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联袂停牌，并先

后公告称，接到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电话通知，因涉及中航工业航空发动机相

关资产重组整合，尚需研究制定相关方案，公司股票自10月8日继续停牌。

A08�市场新闻

缩量筑底孕育反弹契机

国庆长假前，A股市场缩量窄幅震荡特

征显著。从历史来看，A股连续4个月以上下

跌后，次月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反弹，甚至

连续多个月反弹。 机构投资者认为，持续震

荡筑底后，反弹动能正在孕育。

“十一” 假期海外股市普遍走高

美股涨逾5%�港股上涨8%

□

本报记者 杨博

“十一” 长假期间，海外主要股市全线反

弹，美股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逾5%，香港恒

生指数上涨8%。 大宗商品市场表现抢眼，纽

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涨幅超过9%。

7日，美欧市场延续升势。 截至北京时间7日

21时35分，道琼斯指数上涨0.69%，纳斯达克综

合指数上涨0.41%，标普500指数上涨0.61%；欧

洲斯托克50指数上涨0.62%， 英国富时100指数

上涨0.76%，德国和法国股市涨幅均超过1%。 纽

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上涨1.63%至每桶

49.31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 近期海外市场走强主要是

受美联储加息预期推迟以及中国经济数据好转

等因素提振，前期市场超卖也带来反弹机会。

风险资产重现升势

自9月29日触及近期低位以来， 道琼斯指

数累计上涨近850点，涨幅达5.3%；纳斯达克综

合指数累计反弹5.8%；标普500指数反弹5.8%，

9月29日至10月5日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 创今

年以来最长连续上涨周期。 此外， 欧洲斯托克

50指数累计上涨近7%，日经225指数累计上涨

8.2%。 同时，大宗商品市场普遍上涨，纽约原油

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12%，其中6日当天

飙升6%；LME期铜累计上涨6%； 纽商所黄金

期货价格累计上涨3.2%。

分析人士认为， 外围股票和大宗商品市场

全线走强，与美联储加息预期推迟密不可分。上

周疲软的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人士认为，

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概率很低。 联邦基金利率期

货显示市场平均预计美联储12月加息的可能

性为34%。 对低利率维持更长时间的预期提振

了市场情绪。

高盛分析师6日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基

于当前的经济状况， 美联储很可能将首次加息

的时间推迟至2016年初甚至更晚。 美国近期工

业产出和就业表现均表明该国经济呈现疲态，

美联储或许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内按兵不动，以

便对经济基本面进行更多观察。

此外，中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好于预期，

也提振了市场。 中国9月制造业PMI指数升至

49.8，在连续两个月回落后出现温和回升。

从技术面看， 富达全球技术策略分析总监

杰夫·贺夫曼认为，目前全球股市多头与空头力

量旗鼓相当，但因市场超卖与投资情绪过低，反

而带来了反弹机会。

市场情绪谨慎

过去一周海外风险资产价格的显著回升

令部分市场人士的乐观情绪重燃， 但整体仍

偏向谨慎。杰夫·贺夫曼预计，四季度美国、欧

洲市场应有一波反弹行情，明年还会震荡；日

本市场仍处于多头行情， 但非常接近主要结

构性压力区，除非日元大幅贬值，否则不太可

能突破；新兴市场处于空头行情，这与大宗商

品疲软和美元走强息息相关， 短期内因许多

市场处于极度超卖状态， 预计四季度会有小

幅反弹。

花旗集团分析师团队最新发布的研究报

告认为， 投资者是时候再次鼓起勇气， 全球

牛市还没有终结， 预计到明年底全球股市还

有20%的涨幅。报告对美国股市持中性看法，

建议投资者买入除英国之外的欧洲以及日本

股票。

花旗分析师认为， 目前全球股票市场定价

已反映了每股盈利前景的收窄， 这有助于防范

每股盈利负面调整带来的冲击， 但如果经济发

生更严重的衰退， 那么看多的观点明显面临调

整风险。

有“债券之王” 之称的格罗斯认为，未来

6-12个月，美国股市还将下跌10%。 他认为，当

前经济环境无法支持美股像2013年那样反弹，

美股上市企业盈利处于低潮， 大宗商品价格低

位徘徊。

A07�公司新闻

出境游成国庆黄金周

旅游市场亮点

出境游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期间

再次成为旅游市场的亮点。 出境游市场的

持续火热令多家上市公司纷纷加大在出境

游市场的布局，并迎来收获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