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达尔

出售挪威油田股份

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集团19日表示，已

同意出让挪威Gina� Krog油田15%的股份，这

是该集团在油价下跌情况下为改善现金流而

出售资产计划的一个步骤。

道达尔指出， 将把这一资产以14亿挪威

克朗(约合1.7亿美元)出售给Sequa石油集团

旗下的忒勒斯石油公司。 道达尔在2014年已

经出售了该油田8%的股份。 此项交易还需要

得到挪威监管部门的同意， 在交易完成后，道

达尔仍保留Gina� Krog油田15%的股份。其在

该油田的合作伙伴是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挪威

国家石油持有58.7%的股份。

自从国际油价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下跌以

来，道达尔开始加速出售资产，该公司此前多

年来在石油勘探与采油方面投下巨资。而像道

达尔这种石油巨头开始出售资产并非个案。西

班牙最大石油公司雷普索尔(Repsol)公司10

月15日宣布，拟在未来5年内出售超过60亿欧

元资产，并计划大幅削减资本开支。 该公司承

诺在目前油价处于保本价格的情况下将保持

收支平衡，并派发收益，同时确认将在未来三

年在全球裁员6%。（张枕河）

欧央行

明年3月前或加码QE

彭博社19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10月9

日至15日接受彭博调查的53位经济学家大多

数预计，欧洲央行到2016年3月以前将宣布加

码当前的量化宽松（QE）规模。

具体而言，86%的受访者认为欧洲央行

会加码QE，上个月调查时为68%。56%的受访

者预计加码QE时间会发生在2015年12月底

前， 另有16%的受访者认为是2016年1月，

14%的受访者表示会在2016年3月。 35位受访

者称欧洲央行会把QE延长到2016年9月以

后。 但只有4%的人认为欧洲央行会进一步下

调存款利率。

欧洲央行决策者之一、 奥地利国家银

行行长诺沃特尼 (Ewald� Nowotny)19日

也表示，为确保经济增长，欧元区需要采取

额外的措施，更宽松的政策成为当前所需。

这些额外措施将适用于结构改革和财政政

策。 （张枕河）

新兴市场股基债基

大幅吸金

美银美林最新公布的报告表示， 在截至

10月14日当周， 押注美国将推迟加息的投资

者增加对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基金的投资，

二者为三个多月以来首次同时出现资金净流

入。 此外，全球股票基金四周来首次出现资金

净流入。

数据显示，在截至10月14日当周，全球股

票基金净流入26亿美元， 为四周来首度出现

资金净流入；全球债券基金净流入38亿美元，

金额创下12周来最高； 全球货币市场基金则

净流入50亿美元， 此前一周净流入530亿美

元。 新兴市场股票基金14周来首次出现资金

净流入，但规模只有7亿美元；新兴市场债券

基金净流入4亿美元，为12周来首次出现资金

净流入。 今年以来，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已净流

出高达6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分国别而言，在截至10月14日当周，中国

股票基金净流入金额创14周来高位； 美国股

票基金净流入7亿美元，不过这主要流入上市

交易基金(ETF)，共同基金仍然继续资金净流

出；欧洲股票基金净流入31亿美元；日本股票

基金再次净流出16亿美元， 此前一周净流出

20亿美元。（张枕河）

德银宣布

大规模结构重组

德意志银行18日宣布高级管理层变动和

广泛的关键业务部门重组。该行新任联席行政

总裁约翰·科瑞恩表示， 希望通过本次重组打

造一家更能有效管控、成本效率更高且业务更

加专注的银行，为股东带来长远价值。

据悉，德意志银行计划将投资银行业务一

分为二， 分别是“企业与投资银行” 部门和

“全球市场” 部门，两个部门将从明年1月1日

起正式运行。此外财富管理业务也将分拆成两

个部门，个人财富管理业务将划入“个人与商

业客户银行” 部门，机构客户与基金业务划归

“资产和财富管理”部门。

此外德银还宣布撤销集团执行委员会，将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数量由16个削减至6个。

从明年1月1日起， 德银四大主要业务部门负

责人将进入董事会，德银董事会成员数将因此

增至10人。

德银表示，企业结构调整主要是为了精简

管理，并适应客户需求及监管机构的要求。

本月初，德银宣布第三季度税前亏损高达

60亿欧元 （约合68亿美元）， 引发投资者担

忧，股价一度暴跌。有分析师指出，近年来德银

在盈利能力、 资本充足率等方面都落后于同

行，面临较大的重组压力。

受最新的业务重组消息提振，德银股价在

19日欧股早盘交易中一度大涨3.6%。（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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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反弹持续

周期板块领涨 题材股多点开花

□

本报记者 杨博

尽管盘中一度走软， 恒生指数19日

仍以0.04%的微幅上涨报收，延续了近期

的反弹势头。 据万得统计显示，在9月底

以来的本轮上涨中， 周期类板块成为港

股市场领涨先锋，能源、原材料表现尤为

突出，电讯、公用事业等非周期板块则跑

输大市。 受政策利好提振，多个题材受到

市场追捧，新能源汽车、环保水务等强势

上涨。

能源股“逆袭”

万得统计显示， 自9月29日至10月

19日，恒生指数累计上涨8.92%，恒生国

企指数上涨12.37%。 主要行业板块中，

此前表现垫底的能源板块成功“逆袭” ，

累计上涨16.72%， 成为表现最好的板

块，其次是原材料板块，涨幅为12.3%，

资讯科技板块位居第三， 涨幅11.09%。

前期表现不错的电讯板块则垫底， 涨幅

仅为2.7%。

据统计，本轮反弹中，恒生能源业指

数的22只成分股中有15只涨幅达到两位

数， 其中亚美能源 （02686.HK） 上涨

28%，位居首位。 恒生指数成分股中涨幅

居前的个股也大都来自能源板块， 其中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00386.HK） 上涨

20.29%，中国石油股份（00857.HK）涨

幅接近17%，昆仑能源（00135.HK）上涨

20% ， 中国神华 （01088.HK） 上涨

17.33%，中国海洋石油（00883.HK）上

涨15.3%。

恒生原材料指数的22只成分股中，

有14只涨幅达到两位数。 资讯科技业指

数的38只成分股中， 有16只涨幅达到两

位数，一些此前备受关注的“港A股” ，

如金蝶国际（00268.HK）、中国软件国

际(00354.HK)、高阳科技(00818.HK)、神

州数码 (00861.HK)、 阿里健康 (00241.

HK)、 金山软件 (03888.HK)、 腾讯控股

(00700.HK)、联想集团 (00992.HK)等都

跑赢大市。

个股方面，港股主板市场上，永义实

业 （00616.HK） 自9月29日以来上涨

115%，位居个股涨幅榜之首，除此之外涨

幅超过50%的个股达到11只， 涨幅达到

两位数的个股达到526只。 高鹏矿业

（02212.HK）股价此间涨幅达到73%，19

日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内的累计涨

幅达到309%。

题材股闪亮

伴随市场情绪回暖， 一些题材股再

度活跃。 特别是在政策红利刺激下，新能

源汽车、环保水务等板块强势上涨。

9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一系

列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措施， 刺激新

能源车板块全线走强。 长城汽车（02333.

HK）、东风集团股份（00489.HK）、比亚

迪股份 （01211.HK） 分别以 36.6% 、

28.4%和25.7%的涨幅位居恒生国企指数

成分股涨幅榜的前三位。 此外，和谐汽车

（03836.HK） 上 涨 65% ， 正 通 汽 车

（01728.HK） 和吉利汽车（00175.HK）

上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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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预计“十三五” 规划本月会公布，污

染防治、新能源会是部分主要重点。 受此

提振， 自9月底以来， 中国水务（00855.

HK）上涨32.6%，康达环保（06136.HK）

上涨28.6%，京能清洁能源（00579.HK）

上涨24.5%，光大国际（00257.HK）上涨

20%，北控水务（00371.HK）上涨19.8%。

新能源板块中， 顺风清洁能源（01165.

HK）上涨40%，信义光能（00968.HK）

和联合光伏（00686.HK）上涨21%，金风

科技（02208.HK）、协鑫新能源（00451.

HK）上涨16%。

受A股大幅反弹，市场情绪回暖的带

动， 港股市场上的中资券商股也再度活

跃，国泰君安国际（01788.HK）在本轮反

弹中大涨35%，中国银河（06881.HK）上

涨26%，中信证券（06030.HK）和海通证

券（06837.HK）涨幅都超过20%，广发证

券上涨13%。

此外在业绩回暖和行业复苏预期的

支撑下，港股博彩板块走出低谷。 银河娱

乐（00027.HK）以25%的涨幅位居恒生

指数成分股涨幅榜的首位， 新濠国际

（00200.HK） 上 涨 20% ， 永 利 澳 门

（01128.HK）上涨17%。

升势未改

恒指上望24000点

□

香港汇丰环球资本市场 刘嘉辉

受内地经济数据影响，恒指周一走势反复，全天于

23000点关口附近争持，午后虽一度跌逾百点，临近尾盘

再现拉升， 最终收报23075.61点， 微升8.24点， 涨幅

0.04%，大市成交额则收窄至约672.5亿港元。 国企指数

收报10688.54点，上涨51.53点，涨幅0.48%。 从盘面上

看，此前升势靠前的博彩股，周一均显著回调，为表现最

差的蓝筹股；石油股、电讯股则持续走强。

回顾上周市场，恒指全周先抑后扬。 上周初曾略作整

理，守22350点以上，但市场做空力量并未见强烈，其后再

次冲高。最终全周获得608点升幅，为连续第三周扬升。当

前恒指技术走势仍偏强，本周反弹格局有望延续，短期则

或有机会先行挑战上方20周均线约23750点附近。

纵观“港股通”标的股票近五个交易日市场表现，由

于港股大市延续升势，港股通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达

到188只，下跌个股为96只。在强势股方面，洛阳玻璃一枝

独秀，以20.04%的累计涨幅位居涨幅榜首，国企改革的憧

憬推动该股AH股联袂扬升；环保及清洁能源板块为近五

日表现最为强势的行业，顺风清洁能源、天津创业环保、

中国光大国际、北控水务集团累计涨幅分别达到19.75%、

11.32%、9.78%和9.09%，市场预计环保行业将受惠于“十

三五”规划；另外，理文造纸和玖龙纸业两只造纸股累计

涨幅也在9%以上，人民币汇率近期再度回升对该行业形

成利好。 在弱势股方面，前期表现突出的资源类个股普遍

回调，多只石油石化、煤炭、有色金属类股份近五日逆势

下跌。 近期内地与香港市场联动较为明显，导致AH比价

波动有限， 恒生AH股溢价指数近五个交易日累计微跌

0.57%，报128.19点。

内地周一发布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略好于市

场预期的6.8%。 上周美国方面公布的经济数据亦欠佳，

其9月零售销售、PPI数据等均逊于预期。 反映到资本市

场，A股、美股上周却均延续升势，美股亦是连续三周向

上。 可以看出，当前市场更多仍是受惠于全球宽松的货

币环境，投资者风险偏好随之回升。

港股后市方面，由于此轮反弹起因于美联储延迟

加息，以及资金低位进场意愿增强。 但值得注意的是，

恒指自9月底低位20500点附近反弹以来，累计升幅已

经超2500余点。 A股市场，上证指数稳步抬升，上周补

回了8月底的一个跳空缺口， 从9月底3000点起航，小

心翼翼也是收复了4个百点关口。 再看美股方面，道指

收复了17000点，标普重返2000点上方。市场貌似处于

向上信心略有不足，向下却不甘心的境地。 所以，短期

受经济数据以及企业季报影响，出现小的震荡整理或

难免。

总体来说，港股近期走势仍为一浪高于一浪，即使

出现回调，也不会破坏整体向上趋势。特别是当前A股市

场氛围转暖，有关“十三五” 规划利好事件临近，市场炒

作热情高涨。 港股方面可积极面对，恒指企稳23000点，

下一目标可望是24000点关口。（此产品无抵押品，价格

可升可跌，投资者或损失所有投资。 投资前应了解产品

风险，若需要应咨询专业建议。 此文章之作者汇丰环球

资本市场刘嘉辉为金管局及证监会持牌人士，并无就结

构性产品或相关资产持有任何直接或间接权益。 ）

美联储加息延后

新兴市场货币暂获喘息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随着美联储在年内加息的预期明显减弱，

新兴市场货币近期全面大涨， 印尼盾以及马来

西亚林吉特领涨。对于新兴市场货币前景展望，

机构间出现一定分歧， 部分观点认为由于美联

储对待加息将十分谨慎，最终时点仍难以预判，

新兴市场货币在短期仍有望继续反弹， 但相反

的观点则认为，强美元格局中期难改、加之经济

基本面疲软等因素使新兴市场货币反弹可能仅

为暂时现象。

新兴市场货币强劲反弹

自今年10月以来，新兴市场货币篮子的20

种货币大幅反弹。例如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

以及巴西雷亚尔等货币汇率在9月下旬均跌至

纪录新低，但上周这些货币汇率已经显著回升。

本月以来， 上述三种货币兑美元汇率分别累计

上涨7.1%%、8%以及3.4%。

有“美联储通讯社” 之称的华尔街日报

资深记者Jon� Hilsenrath表示， 由于最新经

济数据令人失望， 美联储2015年加息的可能

性正在减小。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市场数

据显示，美联储今年加息的概率仅为33%，月

初时尚有61%。

荷兰银行策略师Georgette� Boele表示，

将美联储加息预期推迟至2016年之后， 包括

新兴市场货币在内的一些非美货币可能短线

走高。

纽约梅隆银行货币策略师尼尔·梅勒表示，

正在新兴市场货币上看到的显然是一波空头回

补反弹。 在急剧下跌使得这些市场不堪重负之

后，它们早就应该回升。当前的美联储基金期货

显示， 美联储在明年3月之前加息的可能性不

大，美元有进一步贬值的余地。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外汇策略师Andy� Ji指

出，一些美元做多仓位大幅减少，惠及新兴市场

货币。但其也表示，亚洲货币尽管受益于美联储

推迟货币政策正常化， 但无法避开部分地区经

济表现不佳的现实。 如果未来经济数据不尽如

人意，市场人气可能会恶化。

潜在风险未消散

尽管近期有部分对新兴市场资产的乐观看

法开始出现，但也有业内人士对此不太赞同。

华尔街日报的最新评论指出， 美联储会在

2015年加息的预期是美元2014年7月开始升值

的主要推手。尽管过去在加息周期开始后不久，

美元反而趋向贬值， 但在此之前通常会使美元

升值， 因为市场预期投资到美国的资产将会获

得更高的回报。此外，美联储更紧的货币政策与

其它主要央行形成鲜明对比， 即日本央行和欧

洲央行， 这两家央行正在实施极宽松的货币政

策。 然而尽管疲弱的美国经济数据最近已经给

新兴市场资产带来曙光， 但美国经济是否真的

正在放缓，并能使新兴市场向好目前看“证据”

还远远不足。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全球货币策略师马克·

麦考密克表示，经济放缓的迹象已经在美国、欧

洲以及其他地方引发忧虑。 如果世界最大的经

济体增长正在放缓，长期来看对全球经济、特别

是新兴市场经济和货币而言都不能算是利好消

息，它们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布朗兄弟

哈里曼货币策略部门全球主管马克·钱德勒也

表示，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多种资产将经受考验。

花旗首席经济学家布堤尔表示， 新兴市

场引发全球衰退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如果美

联储今年提高利率， 明年可能就要不得不下

调利率。 德国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埃里安

认为， 美联储加息第一阶段会伤害新兴市场

经济增长， 第二阶段的溢出效应会反过来干

扰发达国家。

标普分析师Diane� Vazza指出， 目前标准

普尔在新兴市场的潜在降级指数增至134，为

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潜在降级数量方面

以巴西为首； 潜在调升评级数量与潜在降级数

量（113个发行人）之间的差距达到2014年两

倍多。 石油、天然气行业在潜在降级方面领先；

医疗保健领域在潜在升级方面领先。

CFTC数据显示

黄金净多仓位创五个月高位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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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当

周，对冲基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增持Comex黄

金净多仓位至5个月来的高位，铜仓位由净空仓

转为净多仓。

具体数据显示， 在截至10月13日当周，对

冲基金持有的Comex黄金净多仓位较此前一

周增加32725手期货和期权合约，至82546手合

约，为5月中旬以来的最高位。 随着黄金价格升

至近4个月高位，美元指数走软，上周对冲基金

连续第四周增持黄金。 Comex白银净多仓位较

此前一周增加13877手合约， 至39170手合约，

为5月末以来最高位， 白银上周稳定于3个半月

高位附近。 Comex铜仓位由净空仓转为净多

仓，仓位为7337手合约，同时也是5月末以来最

高位。 WTI原油净多仓位较此前一周增加

11834手合约，至178906手合约。

货币市场方面， 在截至10月13日当周，美

元净多仓位金额降至189.7亿美元，为2014年以

来最低位，此前一周为208.9亿美元；澳元净空

仓位为33705手合约，看跌程度为7月14日以来

最低，此前一周净空仓位为40839手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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