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TO报告预测本季全球贸易增长将持续低迷

□本报记者 杨博

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当前全球贸易景气指数为99， 稍低于趋势水平。

由于最新数据呈下降态势，预示今年第三季度世

界贸易增长仍将持续低迷。

WTO方面介绍称， 贸易景气指数主要关注出

口订单数据、国际航空货运量、集装箱吞吐量数据、

汽车销售和生产数据、电子元器件贸易数据、农业

原料贸易流数据共6个指标的月度数据。 该指数以

100为基准， 大于100意味着贸易增长高于趋势水

平，指数小于100则意味着贸易增长低于趋势水平。

据WTO最新预计，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

为2.8%，为连续第五年增速低于3%，成为近三十

年以来最长的贸易持续疲弱期。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全球贸易景

气指数为当前和短期贸易情况提供季度信号，为

贸易政策制定者和工商界提供更为及时、实时的

世界贸易信息和状况。 指数可以提供早期信号，

显示贸易在短期内低迷或增长的趋势。

英消费者信心指数创21年最大跌幅

□本报记者 张枕河

知名调研机构GFK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

英国公投“脱欧” 结果公布之后，英国消费者信

心出现自1994年1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GFK英

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暴跌8个点至-9， 而且该指数

所有分项指标都出现下跌。

总体而言，60%的受访者预计， 未来12个月

英国经济环境将出现恶化， 而6月份公投之前这

一比例为46%；33%的受访者预计同期内物价将

会 “大幅上涨” ，6月份公投之前这一比例为

20%。

GFK表示，这一针对英国消费者的调查最早

始于1974年，在过去21年来从未出现如此剧烈的

下跌。意料之中的是，支持英国“脱欧”的消费者

表现得更有信心。 GFK分析师表示，如果将受访

者按照公投中的立场分为两半，那么“留欧派”

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3，“脱欧派” 的消费者信

心指数为-5。

据介绍，该项调查是在6月30日到7月5日之

间做出的，涵盖到了6月23日英国“脱欧” 公投

之后消费者情绪的瞬时变化。 共有2002名英国

消费者参与了调查，包括所有年龄段和各个社会

阶层。

亚马逊

市值突破3500亿美元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在线零售巨头亚马逊股价在

上周五收盘达到每股745.81美元，市

值达到3518.9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这是亚马逊股价首次突破3500亿美

元大关，也是这家公司成为仅次于谷

歌母公司Alphabet之后的全球市值

第二高的互联网企业。 与此同时，亚

马逊市值已经接近股神巴菲特执掌

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3538.4亿美

元），有望取而代之，跻身美国前五大

上市公司之列。

自2月上旬触及年内低点以来，亚

马逊股价已累计上涨52%。 特别是在4

月底公布最近一季度财报后，亚马逊股

价开始持续创新高，迄今上涨24%。 在

经历英国“脱欧” 公投引发的抛售后，

亚马逊股价重拾升势， 自6月27日以来

上涨了8%。

截至上周五收盘， 亚马逊市值已经

超过在美上市的主要中国电商企业的市

值总和，包括阿里巴巴(1971亿美元)、京

东(284亿美元)、唯品会(71亿美元)、聚美

优品(5.8亿美元)等。 此外亚马逊市值也

远远超过零售巨头沃尔玛， 后者市值目

前为2300亿美元。

除了稳坐美国第一大在线零售商

宝座外， 亚马逊还凭借亚马逊网络服

务（AWS），在云计算市场占据领导

地位。 在“双引擎” 推动下，亚马逊在

2016财年第一季度的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28%，并实现净利润5亿美元，同比

扭亏。

■ 责编：陈晓刚 美编：韩景丰 电话：

010－63070230 E-mail:zbs@zzb.com.cn

■ 2016年7月11日 星期一

海外财经

verseas

A08

O

多家机构预计

英国央行本周或降息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本周四即将到来的英国央行政策

会议是英国“脱欧” 公投后的首次央行

会议，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英国央行或采

取降息措施。

彭博最新调查显示，受访53位经济

学家之中，29人预计本周四的英国央行

会议会决定降息，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

基点至0.25%。

道明证券也认为， 英国央行很有可

能会降息25个基点， 同时释放出在8月

份进一步扩大宽松政策的信号， 因此声

明基调将更为鸽派。

美银美林表示， 预期金融市场的不

确定性和潜在的经济衰退前景均将促使

英国央行实施宽松政策。 即使英镑已经

大幅贬值， 英国央行也可能降息至近零

利率水平， 同时将重启量化宽松（QE）

刺激手段。

高盛分析师Andrew� Benito表

示，英国央行将在8月启动信贷宽松政

策， 包括购买以英镑计值的投资级非

金融公司债券。 预期英国央行将推出

在6个月期间购买1000亿英镑资产的

计划， 包括在8月份购买500亿英镑的

民间部门资产，有迹象表明，该央行将

在7月份的会议上提出该计划。此外英

国央行料在8月份下调利率25个基点，

7月份有30%的概率降息。

意大利央行行长：

意政府或出手救助银行业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意 大 利 央 行 行 长 维 斯 科（Ignazio�

Visco）上周末表示，由于意大利整体金融行业

有遭到破坏的风险，该国政府有必要出手救助

本国银行。

他强调，鉴于在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目前

有限的问题可能会破坏各界对该国银行体系的

信任，因此不排除意大利政府出台干预手段。 意

大利央行目前正会同其他部门， 决心促成有效

的市场干预措施，以支持意大利的银行业。

意大利第三大银行西雅那银行上周股价暴

跌超过30%，今年以来的跌幅则约为80%。欧洲央

行本周一要求该银行将不良贷款削减30%。 华尔

街日报的评论指出，在英国之外，欧洲其他国家

所受到的损害可能更为直接，最令人担忧的风险

集中在意大利银行业。 意大利17%的银行贷款是

坏账，这一比例几乎是美国的10倍。 即使在金融

危机最糟糕的阶段，美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也

仅5%。

惠誉评级在最新报告中指出，英国“脱欧”

公投之后的市场动荡对意大利银行板块冲击尤

其剧烈， 因为它是整个欧洲市场最薄弱的环节

之一。 对于部分大中型意大利银行，资产质量压

力是造成展望下调为负面的主要因素。 法兴银

行表示， 意大利的银行危机可能蔓延到其他欧

洲地区， 限制国家援助银行业的规定应该重新

考虑。

观望氛围浓厚 恒指料延续区间震荡

□法国兴业证券（香港） 周翰宏

港股上周冲高回落， 恒指上周初升至21200

点附近受阻，其后曾跌至20300点附近，全周倒跌

230点，跌幅1.1%。 短线来看，大市仍欠缺方向，

恒指料继续于10天及50天两条平均线，在20000

点至21000点之间反复振荡，策略上以捕捉区间

顶或区间底的部署机会为主，需留意外围市场会

否出现新的变动。

英国“脱欧” 公投事宜尘埃落定，市场暂缺

乏热点刺激，过去一周欧美股市主要维持窄幅整

理，投资者焦点转向美国最新就业数据，国际汇

市的波动亦牵动市场神经。 内地A股市场上周走

势偏强，但是央行结束了上月下旬以来的连续逆

回购操作，资金面略有承压，沪指在站上3000点

后亦表现反复。 外围整体偏淡静，港股上周日均

成交额跌落至600亿港元以下，上周四、周五更不

足500亿港元。衍生市场方面，认股证上周日均成

交约110亿港元，牛熊证日均成交约55亿港元，较

此前一周均有所下滑。

恒指牛熊证资金流方面，截至上周四的五个

交易日， 牛证及熊证分别获得约3230万港元及

7380万港元资金净流入，反映波动市多空争持激

烈。截至上周四，多仓主要分布在收回价19100点

至19700点之间，过夜街货相当约3200张期指合

约； 熊证空仓则集中于收回价21000点至21500

点之间，相当约2170张期指合约。

行业资金流数据方面，过去一周资金观望气

氛浓厚，个股权证净资金流变化不大，交易所板

块有多空争持情况，相关认购证及认沽证分别获

得约410万港元及140万港元资金净流入；另外，

A股ETF板块的相关认购证连续两周有较多资

金留意，出现约1130万港元资金净流入；反观，较

多强势的网络媒体股板块的相关认购证则出现

约1560万港元资金净流出套现。

权证引伸波幅方面， 指数权证普遍回升，以

三个月贴价场外期权为例，恒指的引伸波幅上升

0.4个波幅点至19.4%，国企指数的引伸波幅上升

0.5个波幅点至23.5%；个股板块方面，网络媒体

股的引伸波幅上升0.7个波幅点；A股ETF的引伸

波幅上升约0.2个至0.7个波幅点； 内银股的引伸

波幅上升约0.6个至0.8个波幅点。

英国“脱欧”公投后，英镑汇率在过去两个星

期大幅波动，引起不少投资者留意，曾经有投资者

向机构建议发行多些不同条款的货币权证， 好让

他们能够有更多的选择。直至现时，市场上可供买

卖的货币权证数量不多， 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对此

类产品的了解不深， 所以一直为市场所忽略。 其

实， 投资货币权证与投资一般指数或股票权证相

仿， 选择一只符合自己对目标货币的预期及投资

年期的权证，然后在相仿条款的权证中，选出引伸

波幅较低的一只。 不过，由于货币强弱是相对的，

投资者首先要分清相关权证属看好哪一只货币和

看淡哪一只货币。 假设一只货币权证的名称是英

美法兴六乙购，“英” 代表英镑，“美” 代表美元，

“购”代表认购证，即是说，这只权证看好英镑，看

淡美元。（本文并非投资建议，也非就任何投资产

品或服务作出建议、要约、或招揽生意。 读者如依

赖本文而导致任何损失， 作者及法国兴业一概不

负任何责任。 若需要应咨询专业建议。 ）

受英国脱欧公投影响

IMF下调欧元区经济增速预期

□本报记者 张枕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发布的报告

中表示，英国“脱欧” 公投结果预计将对欧元区

的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使得地区经济增速放缓。

IMF下调了欧元区明年的整体经济增速预期。

欧元区前景不乐观

IMF在报告中表示，虽然近期受油价低迷和

宽松货币政策的提振，欧元区的经济已经有所复

苏，但英国“脱欧” 公投结果会严重影响该地区

的经济发展前景。 受英国“脱欧” 公投负面前景

的影响，将欧元区将明年GDP增速预估由1.6%下

调至1.4%。

IMF还警告称，欧元区的通胀预期仍旧相当

低迷，低于欧洲央行确立的2%的中期目标。 尽管

如此，受能源价格反弹的提振，欧元区通胀有望

从今年的0.2%上升至明年的1.1%。 总体而言，通

胀的下行风险正在上升，这些风险既有欧元区内

部的，也有外部的。

IMF欧元区项目相关负责人普拉丹在媒体

电话会议上表示，英国未来与欧盟维持何种关系

仍是未知数。 公投结果公布后，金融市场避险情

绪走高。 如果金融市场的避险情绪持续存在，将

进一步拖累欧元区经济增长。

IMF进一步表示，来自外部的下行风险可能

形成扩散机制，并对内需驱动型经济复苏造成不

利影响。 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一系列效应，都

会造成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并影响经济建设增

长，拖累结构改革政策的实施。 此外，长期的经济

和通胀增速低迷， 也令欧元区经济更易受到冲

击，而面对冲击，政策的缓冲料显得非常乏力。

敦促欧元区结构性改革

IMF还在报告中表示，欧元区的中期前景似

乎也并不乐观，欧元区面临失业率高企，公共和

私人债务居高不下等问题，且结构性顽疾根深蒂

固，这些问题都会对欧元区的经济前景造成严重

影响。 要想克服欧元区面临的通胀问题，需要全

面并且平衡的政策，并以此提振增长，重建缓冲，

加强欧元区的一体化。

IMF进一步强调， 欧元区的结构性改革可以

提高生产力，降低宏观经济的不平衡。特别是在金

融经济救助之后， 其中一些在欧元区被鼓励的改

革政策需要予以刺激。 鉴于国家水平的财政刺激

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欧元区扩大财政刺激政策就

显得尤为必要，但同时需要加强引导，以确保各成

员国遵守财政和结构规则。 这些措施可以填补财

政和货币政策的空白，并使得政策能更加平衡。欧

盟委员会现在处境艰难， 该机构正试图使欧元区

所有国家遵守预算债务规则， 即债务量不高于年

GDP的3%，这一规定可能会对那些刚经历过财政

危机，目前正处在复苏模式的国家造成经济压力。

IMF敦促欧元区采取强有力的组合行动，以此

刺激经济增长，并巩固欧元区的团结。 IMF警告称，

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欧元

区政策应该将结构改革置于优先地位，加强投资和

财政刺激，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完善银行业联盟，

补充资产负债表。 如果没有决断措施，欧元区可能

会陷入不稳定，并危及市场对欧元区的信心。

芝商所6月能源产品

交易量骤增

□本报记者 杨博

芝商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

该交易所能源产品交易量大幅上升，日

均交易量达到230万份合约， 同比增长

33%。分类来看，原油产品日均交易量增

长41%，其中WTI原油期货日均交易量

增长48%至96万份合约，WTI原油期权

日均交易量增长40%； 天然气期权日均

交易量增长28%； 液化天然气和石化产

品日均交易量刷新纪录。

此外芝商所金属类产品交易也

更加活跃。 6月金属类产品日均交易

量为48.3万份合约， 同比增长45%，

其中黄金期货日均交易量增长76%，

达23万份合约；白银期货日均交易量

增长22%，达8.4万份合约；铜期货和

期权日均交易量增长31%， 达9.8万

份合约。

整体来看， 芝商所6月份日均总交

易量达到1640万份合约， 同比增长

13%， 其中期权日均交易量为340万份

合约，同比增长17%；日均电子交易量为

190万份合约，较去年同期增长25%。 整

个第二季度，芝商所日均交易量为1510

万份合约，同比增长13%。

芝商所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负责

人菲克斯表示，6月亚洲地区的成交量

同比增长20%， 亚洲地区商品期货类

产品的日均交易量同比增长达60%，

其中能源和金属产品的日均交易量增

长强劲， 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45%和

110%。

美股逼近历史新高 企业业绩成焦点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上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好于预期，

减轻了市场对美国经济放缓的担忧，美股三大股

指大幅上涨。 标普500指数距离历史新高仅一步

之遥。 不过分析师认为，乐观就业数据不会成为

华尔街的“游戏改变者” ，未来想要摆脱区间震

荡，需要企业积极的业绩实现实质性改善。

标普500逼近历史高位

标普500指数上周五上涨1.53%， 报2129.90

点，距离去年5月21日创下的2130.82点的历史最

高水平仅差不到一个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

上涨1.4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64%。

美股三大股指全线冲高，主要受到靓丽就业

数据的提振。 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

示，美国6月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28.7万，创去年

10月份以来最高水平，且大幅高于预期。6月份失

业率由4.7%上升至4.9%。

在5月就业数据意外表现疲软后， 市场一直

担忧美国就业市场复苏大幅放缓， 但6月的就业

数据减轻了市场担心。 综合数据来看，整个第二

季度美国月均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为14万，不

及第一季度的近20万。

美银美林美国经济学家梅耶认为，最新就业

数据的强劲表现不足以推动美联储重回收紧货

币政策的道路上。 因为担忧全球经济的下行风

险，预计美联储至少在今年底前都会维持利率水

平不变。

经过上周五的上涨之后， 标普500指数在过

去八个交易日内的累计反弹幅度已经达到6.5%，

完全收复英国“脱欧”公投后的失地。特别是在6

月28、29和30日， 标普500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

的涨幅超过1.3%。 在今年2月中旬，标普500指数

也曾经历一轮与之类似的“跳涨” ，此后至今，标

普500指数已经飙升逾17%。有统计显示，自1970

年以来，这种情况仅发生过8次，且每次情况下，

一年后标准普尔500指数均收涨， 平均涨幅为

19.16%。

市场前景看业绩“脸色”

分析师认为，乐观的就业数据并不会成为华

尔街的“游戏改变者” 。 BMO资本市场首席投资

策略师贝尔斯基表示，还没有数据显示市场基本

面出现任何变化。

有分析师认为，美股短期内走势还要看业绩

“脸色” 。 过去近两年内， 标普500指数一直在

1900点至2100点的区间内震荡， 保诚金融市场

策略师克罗斯比认为市场想要摆脱现在的区间

震荡困局，需要企业盈利有实质性改善。

本周美股将拉开新一轮财报季大幕。 美

国铝业将于本周一盘后发布财报， 此外包括

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富国银行、百胜餐饮等

在内的25家标普500成分股公司的业绩也将

陆续登场。 FactSet调查的分析师预计， 第二

季度美国企业盈利将仍旧疲软，标普500盈利

预计同比下滑5.6%， 为连续第五个季度出现

同比下滑， 也是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最长盈

利下滑周期。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指标是， 今年以来标普

500的领涨板块一直是防御类股，包括公用事业、

电信服务、必需消费品等。 通常在防御性板块领

涨大市时，意味着投资者预期未来经济可能出现

下滑，从而寻求避险资产以抵御潜在风险。 上次

美股出现防御性板块领涨的局面，是在2007年金

融危机爆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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