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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大摩

双双唱多油价

受欧债危机阴云重压， 国际油价

２３

日大

幅下跌。 不过， 高盛昨日再发报告， 看好大宗

商品市场前景， 并建议投资者买入原油及铜锌

期货。 受此影响， 昨日欧洲交易时段， 国际油

价止跌回升， 白银和铜价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高盛集团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金属和能源

价格已经降至更为符合基本面的水平。 尽管全

球经济增长放缓对大宗商品价格带来下行风险，

但当前经济增长放缓是一个正常周期的中期暂

停， 这并不是商品价格将大幅下跌的一个理由。

报告显示， 鉴于利比亚减产将导致欧佩克

闲置产能耗尽， 高盛将

2011

年和

2012

年年底

的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期分别从

105

美元和

120

美元上调至

120

美元和

140

美元。

不过， 有分析人士表示， 欧债危机是引发

市场情绪恶化的直接原因，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

出自对欧元区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担忧。 尽管

高盛看多大宗商品的报告帮助提振投资者风险

偏好情绪， 但经济数据的变化可能引发市场情

绪快速转变。

在

4

月上旬唱空大宗商品市场后， 高盛多

次向投资者发出减持多数商品头寸的警告。 不

过， 本月初高盛突然改口唱多油价。 事实上，

近期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已成为国际投行们的热

议话题， 唱空者与力挺者皆有。

无独有偶， 摩根士丹利昨日也表示， 由于

原油需求不断增加， 该机构上调

2011

年和

2012

年布伦特原油价格的预期至每桶

120

美

元和

130

美元。 此外， 受高油价影响， 高盛下

调今明两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估， 并预

计通胀率将上升。

(

吴家明

)

穆迪惠誉维持意大利信用评级展望

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和惠誉

２３

日宣布， 维持对意大利的信用评级展

望为 “稳定”。 这番表态无法消除投

资者对欧债危机蔓延的担忧情绪， 就

在上周末标普将意大利主权信用评级

展望由 “稳定” 下调至 “负面”。

标普在

２１

日发布的声明中说，

意大利经济增长前景暗淡， 改革承诺

执行不力， 潜在的政治僵局可能导致

财政状况恶化， 这些因素都将令意大

利削减政府债务的可能性降低。 但穆

迪和惠誉均认为， 目前不会考虑对意

大利的信用评级进行调整。 惠誉分析

师认为，

２０１０

年意大利政府在削减

债务方面做得好于预期， 并且有迹象

表明政府或将能够完成

２０１１

年的减

债目标。

(

据新华社电

)

标准普尔上调巴西主权信用评级前景

评级机构标普

２３

日宣布， 对巴西

主权信用评级保持不变， 而将其信用

评级前景从 “稳定” 调高到 “正面”。

标普指出， 巴西经济具有多样化

的结构， 中产阶级不断扩大， 出口增

长潜力很大， 这些因素将使巴西国内

生产总值和外资在今后三到五年内继

续保持增长。 同时， 巴西最近采取的

控制通胀措施表明， 政府将坚持控制

宏观经济风险的承诺。

标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将巴西的主权信

用评级提高到 “

ＢＢＢ－

”， 使巴西首次

达到投资级别。

另外两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

和惠誉给予巴西的主权信用评级分别

是 “

Ｂａａ３

” 和 “

ＢＢＢ

”， 信用评级前

景分别为 “积极” 和 “正面”， 都达

到投资级别。

(

据新华社电

)

大公国际调降

英国国家信用等级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日前

将英国的本、 外币国家信用等级从

AA-

下调至

A+

。 大公国际称， 此次

信用等级下调反映了英国实际偿债能

力恶化和未来较长时期内国家信用水

平难以改善的真实状况。

鉴于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调整所

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欧洲国家对英国

金融体系的风险溢出效应均有可能使

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趋于恶化， 大公

国际对未来

1~2

年英国本、 外币国

家信用评级的展望均为负面。

此前， 大公国际将美国的本、

外币国家信用等级下调， 评级展望

为负面。

（贾壮）

香港证监会主席方正：

小

QFII

有望年内推出

香港证监会主席方正昨日表示， 目前小

QFII

（即内地基金或证券公司在港的子公司在

香港募集人民币资金进行境内投资的业务） 正

在等待内地监管部门的审批， 尚有技术问题需

要处理， 有望于今年内推出， 这将为香港本地

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渠道。

（吕锦明）

欧洲刮起降级风 希腊砸锅卖铁挽信心

为筹集资金，希腊政府开始出售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进程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近期， 国际评级机构再度

掀起欧洲主权债务评级的调降

风暴 。 继惠誉下调希腊主权评

级、 标普下调意大利评级前景

后， 惠誉再度下调比利时评级前

景。 评级机构接连出手给深受债

务困扰的欧洲国家带来前所未

有的冲击 。 在此背景下， 希腊

政府加速国有资产出售计划并

采取新的紧急财政紧缩方案 ，

以挽回市场信心。

评级机构接连发难

评级机构对欧元区的打击并

没有停止， 投资者越来越感到欧

债危机似乎没有出头之日。 惠誉

23

日将 比利 时的评级前景从

“稳定” 下调至 “负面 ” ， 但确

认了该国 “

AA+

” 的长期外币和

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 惠誉主权

评级部门负责人伦威克表示， 惠

誉对该国未来几年结构性改革步

伐以及加快财政整顿的能力表示

担忧。

欧元区国家接二连三地倒下，

欧元区整体的颓势已影响到英国。

据国外媒体昨日报道， 穆迪正在审

视包括劳埃德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

行在内缺乏政府支持的

14

家英国银

行， 并将可能据此评估结果下调这

些银行的评级。 除此之外， 穆迪在

一份声明中表示， 若希腊发生债务

违约， 可能会对该国主权评级以及

欧元区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并对

其他欧元区二线国家产生负面影响，

葡萄牙和爱尔兰的评级或被下调。

希腊加速私有化进程

评级机构的决定引发市场对

欧元区二线国家的担忧。 在国债

收益率不断上涨， 债权人加紧施

压的背景下， 希腊正面临着难以

完成财政紧缩计划以解决赤字问

题的困境。 对此， 希腊政府决定

采取

60

亿欧元的新紧急财政紧缩

方案 ， 并展开国有资产出售计

划， 以让债权人相信其可在无需

重组债务下偿还借款。

希腊财长帕帕康斯坦丁努表

示， 政府已同意出售政府所持有的

希腊电信公司、 希腊国家电力公

司、 希腊邮政银行以及雅典港口等

资产。 希腊政府还将成立一个基金

来加速资产出售， 计划到

2015

年

筹集

500

亿欧元资金。

此外， 希腊将通过采取额外措

施的方式来推进赤字削减计划， 这

些措施预计可节约开支

60

亿欧元，

其中包括公共部门员工减薪以及提

高消费税等。

欧元暂获喘息

尽管欧债危机的阴霾仍未散去，

但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

示，

5

月份德国商业景气指数高于

预期， 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欧元回

升。 在昨日的欧洲交易时段， 欧元

兑美元反弹， 并一度突破

1.4100

关口。 昨日亚太股市普遍上涨， 欧

洲股市小幅高开， 三大股指盘中涨

幅均在

0.5%

以上。

不过， 欧元尚未从欧债阴霾

之中走出，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

欧元面临的下行压力依然巨大。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诺亚昨

日表示， 债务重组不是希腊问题

解决方案， 希腊债务重组将使欧

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结束援助。

此外， 希腊反对党昨日重申

拒绝执行新的财政紧缩计划， 令

欧元多头忧心忡忡。

职工聚在希腊邮政银行门口抗议出售国有资产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