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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银业贸易场推出

首个离岸人民币黄金产品

香港金银业贸易场

１７

日正式推出全球首

个离岸人民币黄金产品———“人民币公斤条黄

金”， 首日现货黄金交收量为

３２２

公斤， 结算

价为每克

３４６．９５

元人民币， 相等于

１．１１７

亿元

人民币。

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张德熙表示， “人民

币公斤条黄金” 的诞生， 见证了金银业贸易场

正迈向国际化： 从九九金市场发展至

９９９．９

黄金

交易、 从港元到人民币报价及结算。 相信这个

全球首个人民币离岸黄金产品， 可以为推动人

民币国际化尽一份力， 吸引外国或本地金商进

行套戥活动赚取差价， 同时， 也可吸引投资者

透过产品以杠杆式买卖人民币。

金银业贸易场成立于

１９１０

年， 实行会员

制度， 现有

１７１

家行员， 由理监事会管理， 现

有理监事

２１

位。 （据新华社电）

欧盟计划投资

500

亿欧元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据海外媒体报道， 欧盟预计本周三将公布

一项总额约为

500

亿欧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就业

计划， 有望在数年内创造数十万个就业机会。

据报道， 在该基础设施就业计划中， 约有

320

亿欧元用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约有

90

亿欧元专门用于包括智能电网、 宽带、 数字公

共服务在内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以及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欧盟信息社会与媒体委员会委员尼利·克

洛斯指出， 这笔总额约为

500

亿欧元的基础设

施投资基金主要以股票、 债券以及由欧盟与欧

洲投资银行提供担保的形式出现， 这样不仅可

以提高上述项目的信用评级， 还将充分利用私

人投融资平台。 （杨晨）

陈天桥寻求私有化

盛大网络股价开盘大涨

据海外媒体报道， 盛大网络昨日宣布， 公

司董事会已收到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天

桥提交的初步非约束性建议书， 以每股美国存

托股

41.35

美元的价格收购陈天桥家族尚未持

有的盛大网络的剩余全部流通股。 受上述消息

刺激， 在昨日美股交易时段， 盛大网络股价开

盘大涨

19%

， 报

39.7

美元。 （浩林）

飞利浦三季度盈利骤降

拟全球裁员

4500

人

据海外媒体报道， 面对公司第三季度利润

骤降， 荷兰电子产品巨头飞利浦公司计划裁员

4500

人， 作为

8

亿欧元成本削减计划的一部

分。 飞利浦公司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

三季度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85%

， 从去年同

期的

5.24

亿欧元下降至

7600

万欧元。 此外，

今年以来飞利浦公司股价累计跌幅超过

35%

，

公司市值已经降到

149

亿欧元。 （浩林）

日本下调经济景气基调

拟推新方案阻击日元升值

证券时报记者 浩林

日本政府昨日发布

10

月份月

度经济报告， 时隔半年首次下调日

本经济整体景气判断基调。 此外，

日本央行正在考虑将下一财年的经

济增长预期从此前预计的增长

2.9%

下调至

2.5%

以下， 并将当前

财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

0.4%

下调

至

0.2%～0.3%

。

日本内阁府发表的报告显示，

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影响， 日本的

出口和生产势头放缓。 报告把对出

口和个人消费的景气判断下调为

“盘整”； 把对生产和整体景气的判

断基调从 “回升” 下调为 “回升步

伐放缓”。

报告认为， 亚洲一些国家货币

的大幅贬值， 使得日本有必要警惕

金融市场的动荡。 此外， 电力供应

紧张、 日元升值、 全球经济景气下

行仍是日本经济的主要风险。

受欧债危机持续蔓延影响， 包

括韩元在内的多数亚洲货币大幅贬

值。 不过， 日元却面临强大的升值

压力， 许多日本出口企业的盈利空

间被进一步压缩， 在全球市场的竞

争中逐渐丧失优势， 日本政府和央

行想尽办法抑制日元的升值势头。

有日本政府官员日前表示， 日

本将于本周推出新一轮措施来抑制

持续强劲的日元。 新一轮措施可能

包括扩大资金规模、 鼓励日本企业

利用强势日元收购海外业务和自然

资源等。

日本新任经济财政大臣古川元

久昨日表示， 日本政府将继续高度

警惕日元升值风险及其对日本经济

构成的威胁， 日元持续走强将加快

经济下行风险。

然而， 据海外媒体公布的调查

显示， 此前两周， 投资者已经转向

看多亚洲货币。 不过， 部分投资者

仍不愿买进新兴市场货币， 围绕欧

债危机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忧虑

依然挥之不去。

欧盟峰会前景不定 全球市场难言雨过天晴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二十国集团 （

G20

） 财政部长

和央行行长会议向欧元区下最后通

牒， 市场乐观情绪得到提振， 亚太

股市昨日全线走高。 但随后德国财

长朔伊布勒的讲话却向市场大泼冷

水， 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前景依然

充满不确定性。

尽管此次

G20

财长会议没有

出台实质性政策， 但各国财长和央

行行长纷纷以最直率的方式要求尽

快解决欧债危机， 并制定最后期

限， 要求欧元区领导人在本月

23

日的欧盟峰会上拿出一项全面计

划， 果断应对当前挑战。

投资者由此寄望本周内欧元区

领导人能拿出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案

并重组银行业资本。 受此提振， 亚

太股市昨日全线上涨，

MSCI

亚太

指数大涨

2%

， 中国香港恒生指数

收报

１８８７４

点， 涨幅为

２．０１％

。 欧

洲股市高开， 三大股指盘中涨幅均

超过

1.5%

。

不过， 据海外媒体报道， 德国

财长朔伊布勒昨日表示， 即将举行

的欧盟峰会将不会出炉欧元区债务

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 瞬间抹杀了

市场原本对欧盟峰会的乐观期望。

德国政府发言人更表示， 有关欧盟

峰会可以解决一切的想法只是 “空

想”。 此外， 德国央行昨日公布的

月报显示， 虽然德国第三季度经济

持续复苏， 但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

初该国经济前景将恶化。

受此影响， 在昨日的欧洲交易

时段， 欧洲股市盘中涨幅收窄， 法

国和德国股市更止涨转跌。 欧元兑美

元汇率迅速回落， 并触及

1.3760

水

平， 盘中跌幅超过

0.5%

。

就在上周， 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

一场集体狂欢。 不过， 有市场人士怀

疑此次反弹可能不会持久， 欧债问题

仍可能恶化， 鉴于此， 许多机构依然

离场观望。 休斯顿资产管理公司

CAZ Investments

的董事长祖克表示，

上周全球金融市场的反弹并不是因为

欧洲问题得到解决， 感觉像是 “空头

陷阱”。

瑞银分析师杰弗里表示， 欧元区

领导人的举动让二十国集团代表相信

他们会处理好债务问题， 市场对全球

经济衰退的担忧有所缓解。

但有分析人士表示， 市场各方

认为

G20

的声明对金融市场影响有

限， 欧债危机进入关键时刻， 不确

定性依然存在， 全球金融市场难言

雨过天晴。

全球股市潜在风险仍存

自欧债危机的解决在

10

月初初

见曙光以来， 全球股市便展开了新

一轮的上涨。 但是， 大多市场专家

依然认为， 未来影响全球股市走势

的潜在风险仍未消除， 投资者需要

谨慎。

中银国际某分析师用 “温水煮

青蛙” 来形容目前的市场走势。 他

指出， 目前影响股市的宏观基本面

并没有发生太多改变， 但是反弹力

度却比预期高很多， 这表示投资者

看到了目前股市上涨过程中的赚钱

效应， 从而跟进并哄抬， 制造出股

市的虚假繁荣。

摩根士丹利美邦公司的首席投

资顾问阿普尔盖特认为， 最近股市

反弹只是暂时松了一口气， 并不会

持久。 他认为， 欧美目前采取的政策

措施不但幅度过小， 而且已为时过晚，

此外， 目前全球经济正在不可避免地

走向衰退。

花旗集团全球宏观交易部负责人

布朗表示，

10

月份股市很多巨大的涨

幅都发生在成交量很低的交易日， 说

明大型机构投资者买盘不多。 她指出，

市场对欧洲问题会能否得到全盘解决

仍持怀疑态度， 在种种不确定因素下，

很多策略师和投资者都将其投资组合

中的高风险头寸维持在低水平。

此外， 全球经济放缓似乎已成为

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根据外媒公布

的约

350

位经济学家的预期数据显示，

2012

年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将出现

停滞。 （徐欢）

美银行股估值触底

欧洲银行日子难熬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日前结束的二十国集团 （

G20

）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通过了一

项旨在减少系统性金融机构风险的

全面框架， 试图降低欧债引爆全球

银行业危机的可能性。 不过， 欧洲

银行业依然面临众多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 美国银行业也迎来

三季报披露高峰， 欧美银行业的生

存状况再次进入投资者的视线。

抄底美银行股正当时？

据海外媒体报道， 花旗集团昨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

该行实现净利润

38

亿美元， 远远

超出去年同期的

22

亿美元。 此外，

富国银行第三季度也实现净利润

40.6

亿美元， 远远超出去年同期的

33.4

亿美元。

除了花旗和富国银行， 美国

银行、 高盛以及摩根士丹利都将

在本周发布最新业绩， 大量美国

金融机构的最新财报也将影响金

融市场走势。

花旗和富国银行公布的业绩好

于市场预期， 但里昂证券分析师梅

奥表示， 今年将是自

1938

年以来

美国金融行业收入增长表现最差的

一年。

美国高地基金公司投资经理迈

克表示， 上周美股大幅反弹， 市场

气氛有所好转， 但银行股仍在挣

扎， 这类股票的表现也是影响此次

反弹能否持久的关键所在。

数据显示，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的金融分类指数是今年美国表现最

差的指数， 累计跌幅超过

20%

。 与

此同时， 斯托克欧洲银行指数也是

欧洲表现较差的指数。

不过， 有分析人士表示， 美国

银行股估值处在较低水平， 对于一

些愿意考虑低风险金融机构的投资

者来说， 部分运转良好、 经营保守

的美国大型银行可能会为其带来巨

大收益。

希腊债务须有更高减记

日前， 数家欧美大银行被惠誉

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对于欧洲银行

业而言， 当前最大的不确定性依然

是其所持希腊国债的减记方案。

法国财政部长巴鲁安日前表

示， 欧元区领导人将在欧盟峰会上

宣布私营部门所持希腊国债的减记

幅度。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表示， 只

有大幅减免希腊债务， 希腊债务危

机才可能得到解决。 不过， 美国著

名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一位高管

表示， 如果要对希腊债券进行大幅

减记， 部分希腊银行可能需要被暂

时国有化。

法国央行行长努瓦耶昨日表示，

法国银行业能够承受希腊债务减记

带来的风险， 但该国金融机构的资

本结构仍有可能不得不被调整。

欧洲三大股指昨日震荡走低。 图为德国证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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