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股普跌 道指周挫1.7%

瑞銀傳本周勁削萬人
歐美金融才俊近年人心惶惶，裁員風

聲此起彼落，大行手起刀落每每裁減逾千
人手，已是絕非不可能發生之事情，其中
，國際投行瑞銀更是屢傳大幅裁員之巨型
企業，市場最新消息指出，該行將在全球
大幅減少1萬個職位，佔員工總數約16%
，數字遠比市場預期為多，主要集中於投
行業務中的交易部門。消息又謂，該行計
劃本周派發季度業績之際，同時宣布裁員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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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爆發環球金融海嘯之後，各國央行除
了向市場注資救市，以及推出量化寬鬆貨幣措施之外
，亦逐步落實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措施，加強對金融機
構的監管。對金融界而言，一方面增加營運成本，以
至需集資補充資本。另一方面，監管要求增加，令整
個營運生態越趨困難。

交易部門 「瘦身」 重災區
外電《彭博》引述消息指出，瑞銀已初步訂下新

一輪 「瘦身」的規模，在未來數季裁減多達1萬名員
工，主要涉及瑞銀投資銀行內的交易業務部門，對於
市場言之鑿鑿的裁員行動，瑞銀相關部門拒絕有關傳
聞作出回應。

事實上，瑞銀集團行政總裁Sergio Ermotti曾於
今年7月坦言，整個市場環境經已改變，故需要對證
券部門及業務進行改革。其後，他向員工發出的內部
通涵中表明，為應對當局充滿挑戰的環境，瑞銀需要
繼續進行轉型，市場解讀其言論暗示裁員計劃事勢在
必行。

外電《金融時報》是最先披露瑞銀裁員計劃，包
括更換部分高層管理層，以及削減後勤支援的開支。
消息指出，Sergio Ermotti早於去年11月正式出任瑞
銀行政總裁後，已積極審視集團各項業務的財務表現
，最初計劃只減少1500人。

不過，瑞銀一名交易員於去年進行 「未經授權的
交易」，令瑞銀蒙受多達 23 億美元的損失，觸發
Sergio Ermotti即時向投資銀行開刀，裁減2000個職
位，惟裁員計劃仍未平息，該行有意再減少 3000 至

5000 人，包括近千個資訊科技的職位。《彭博》引
述最新消息則指出，整個裁員計劃總量為1萬個，以
該行截至 6 月底員工約 6.3 萬個計劃，裁員幅度高達
16%。

環球金融機構削逾6萬人
事實上，自 2008 年之後，投資銀行的生意已風

光不再，華爾街大行摩根士丹利裁員 4000 人後，表
明明年將會繼續減少職位。

而美國傳媒消息稱，美國銀行正在加快重組計劃
，目標年底前全球削減1.6萬個職位。除了歐美之外
，日資券商大和及野村等，亦在亞太區內裁員及關閉
部分。《彭博》資料反映，環球金融機構今年內已裁
走超過 6 萬人，歐洲更是重災區，裁員人數超過 3.5
萬人。

除了金融業之外，歐債危機令區內經濟陷入衰退
，美國經濟持續表現疲弱等，多個行業均出現裁員潮
，藉着節省營運開支渡過難關。

《彭博》數據顯示，自今年9月1日至今，美國
企業在海內外已宣布裁減超過 6.3 萬個職位，創下
2010年以來連續2個月最大的裁員潮，累計年初至今
已共裁減超過15萬個職位。

本港發展人民幣業務規模愈來愈大，不
少業界反映希望港府可向內地爭取擴大人民
幣回流機制。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
鳳儀透露，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財庫局局
長陳家強和香港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在本月
29 日訪京期間，將與 9 個部委官員會面，
可能會向內地爭取擴大人民幣回流機制，如
進入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及加大RQFII的額
度等。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等官員訪京期間，將
會與負責香港事務、財金和貿易的部門及機
構的官員會面，包括國務院港澳辦、商務部
、財政部、中銀監、中證監、國資委、中保
監、發改委和人民銀行。

早前梁鳳儀曾表示，香港已成為內地以
外，最多中資金融機構的集中地，當內地逐
步開放時，本港優勢即水到渠成。但面對來
自區內的競爭愈趨激烈，香港也要加強本身
的競爭力。除吸引更多私人銀行及資產管理
機構來港開業外，梁鳳儀指出，要保持對投
資者的保障，加強零售投資產品中間人的要
求。

市場人士估計，曾俊華等官員訪京，除
了爭取擴大人民幣回流機制，亦可能討論加
強兩地在銀行、保險及貿易的合作，並爭取
放寬內地資金來港投資的限制。另有商界人
士希望，港府官員能向內地爭取讓香港專業
人士或業內人士，在內地從事保險、證券投
資等工作的門檻可進一步降低，因為過去
CEPA 經常出現所謂 「大門開，小門未開」
的問題，令不少港人無法藉CEPA進入內地
市場，令CEPA的效用大打折扣。

有市場人士指出，中央政府在今年 6 月
30日公布多項加強內地與香港合作的政策措
施，當中15項與金融有關，當時曾俊華表示
特區政府會積極與內地相關部門合作盡快落
實該等措施，估計這次訪問亦是會商討如何
落實有關細節，讓有關政策盡早發展功效。
當時公布的措施包括繼續安排境內銀行和企
業赴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和擴大人民幣在
境外的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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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企業利潤增速數據，在連續5個
月的負增長後，終於在9月份錄得增長。

中國國家統計局昨日發布數據顯示，2012
年 9 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
4643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7.8%
，較上月放大 14 個百分點。今年首 9 個月，
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35240億元，
同比下降1.8%。

由1月份至9月份，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10070億元
，同比下降11.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
實現利潤8093億元，同比下降11.4%；私營企

業實現利潤10921億元，同比增長15.6%。
若然分類行業說，在 41 個工業大類行業

中，26 個行業利潤同比增長，14 個行業同比
下降，1個行業由同期盈利轉為虧損。其中，
農副食品加工業利潤同比增長15.2%，汽車製
造業增長10.8%，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增
長 44.6%；化學原料和化學製品製造業下降
18%，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下降68%，
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由同期盈利轉
為虧損。

首9個月，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主
營業務收入657220億元，同比增長10.2%，主

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5.36%。
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主營業務

收入 176233 億元，同比增長 5.2%，主營業務
收入利潤率為5.7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
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 161008 億元，同比增長
4.9%，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5.03%；私營企
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 199814 億元，同比增長
16.8%，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5.47%。

在盈利狀況好轉的同時，工業庫存的增長
率也在繼續下降。數據顯示，9月末，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產成品資金29722億元，同比增長
10.1%，較上月收窄1.2個百分點。

內地工業企業利潤半年首增長

▲9月份中國工業企業實現利潤4643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7.8%

美元匯價近期轉強，拖累商品價格跟隨股市受壓，路
透 CRB 指數上周五收報 296.84 點，創今年 8 月初以來新低
，按周大幅回吐3%。國際油價持續受壓，紐約期油上周五
收報每桶 86.28 美元，單日微升 23 美仙，但一周跌幅高達
4.8%，並連續兩星期錄得跌市。倫敦布蘭特期油則漲 1.06
元或1%，收報每桶109.55美元。

券商Price Futurns高級市場策略師Phil Flynn表示，
國際油價按日出現輕微反彈，主要由於颶風Sandy正向美國
東海岸逼近所致，對汽油及取暖油供應構成威脅，後者單
日漲1.2%至3.0978美元，而汽油亦升近1%至2.6991美元。
不過，撇除氣候變化的因素，油價基本層面依然會進一步
尋底。

外電《彭博》綜合36位分析師意見，16位或44%預測
油價本周持續下跌，亦有 15 位或 42%相信可以反彈，反映
市場對油價後市走勢頗為分歧。商品研究機構 IAF 總裁
Kyle Cooper表示，美國第三季經濟增長達2%，雖然較市
場預期為佳，但仍然是處於疲弱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原
油需求仍然欠佳，而產量持續上升，令油價難有上升空間
，故合理值約86美元左右。

網上交易平台Iitrader高級市場策略師Bill Baruch亦稱
，環球經濟未見有顯示反彈，而原油供應相當充裕。根據
美國能源部公布，美國產油量連升七個星期，現約日均661
萬桶創 17 年新高。同時間，原油庫存按周增加 590 萬桶，
總數升至3.751億桶，再創82年有紀錄以來新高。汽油需求
則減少2.7%至日均8.49萬桶，創今年3月中低位。總結紐約
期油從9月中高位100.42 美元起，到上周最低84.94美元計
算，油價不足兩個月已累跌15.48美元或15.4%。

貴金屬商品亦見回吐，紐約期金上周五收報每盎司
1711.9 美元，單日微跌 0.1%，全周跌約 0.7%，已連續三星
期錄得跌市，白銀期貨亦按周跌 0.2%至每盎司 32.036 美元
。另外，鉑金期貨上周五一度低見1540.9美元，創9月初以
來低位，收報每盎司1546美元，累跌1.5%，而鈀金期貨按
周更大跌4.4%至每盎司595.4美元，連跌三周創7月以來最
長跌市。

不過，券商對金價後市感到樂觀，貴金屬交易商
Degussa Goldhandel 首席經濟師 Thorsten Polleit 表示，環
球經濟前景轉差機會仍較大，故相信無論歐洲、中國或日
本等各地央行，將會繼續其他量化寬鬆措施刺激經濟，從
而削弱各個貨幣的價值，令資金流入黃金市場。日本央行
將於本周司會例會，市場估計將會再加大購買資產的規模
，由80萬億日圓上升至90萬億日圓。

據《彭博社》報道，已被國有化的西班牙第四
大銀行 Bankia 宣布，今年首 3 季共虧損 70.5 億歐元
（約91億美元），出現如此重大虧損，主要歸咎銀
行存款下跌13%，而貸款活動亦下跌10%，反映西班
牙銀行業困境。

近期歐盟主管機關正在對西班牙金融機構進行
第一輪的審查後，認為西班牙銀行業面臨嚴峻挑戰
，需要政府果斷的政策行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則表示，肯定西班牙改革成果，其金融業
結構性改革取得重要進展。自歐洲央行宣布購債計
劃以來，金融市場情況已改善。

目前西班牙亦將設立壞帳銀行，負責將不良資
產剝離出來。至於執行方式與補償金額細節，將於
未來幾天宣布。報道指出，歐盟執委會與歐洲央行
於本月26日發表聯合聲明，指已與西班牙政府就資
產管理公司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的規模、
設計及功能達成協議，目的是要清理西班牙銀行業
的不良資產，並將於12月1日起開始運作。

Bankia首3季蝕91億美元

歐美日企業掀裁員潮
金融證券業

一、傳美銀年底前裁減16,000人。

二、大摩已裁減4,000人，計劃明年再裁員。

三、德銀計劃至少裁1,900人。

四、瑞士私人銀行寶盛全球裁員1,000人。

五、花旗將再度裁員350人。

六、大和證券在港裁員50人。

七、野村證券亞太區裁員45至60人。

其他企業
一、新力將全球裁員10,000人。

二、福特汽車裁減6,200個職位，關閉位於英國和
比利時共3間廠房。

三、阿爾卡特全球裁員約5,500人。

四、陶氏化學裁員5%，關閉20家工廠。

五、網絡遊戲設計商Zynga裁150人，撤13款遊
戲。

金融巨企金融巨企大裁員大裁員

▲市場早前流傳美國銀
行於年底前削減16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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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等公司上季業績低於市場預測，抵銷了美國
第三季經濟增長勝預期的驚喜，上周五美國三大指數
表現牛皮，其中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微升 0.03%至

13107 點，全周累跌 1.77%；納斯達克指數單日升
0.06%至2987點，全周跌0.59%；標普500指數則單日
微跌0.07%至1411點，全周亦跌1.48%。

上周五美股掛牌的港股預託證券（ADR）比例指
數收報21642點，較香港收市升96.6點，滙控（00005
）ADR折合收報76.39元，較港股收市升0.64%，中移
動（00941）亦升 0.63%至折合收報 86.29 元，中海油
（00883） 升 0.25% 至 折 合 收 報 16.12 元 ， 但 聯 通
（00762）則跌0.87%至折合收報12.61元。

美國商務部公布數據顯示，第3季GDP以2%的
年率增長，和前季的 1.3%相比擴張加速，亦較市場
預測的 1.8%為高，但美國企業表現差過預期，抵銷
這個利好消息。蘋果上季度盈利較預期少，是連續第
二季盈利低於預測，上周五股價一度下跌 3%，但有
市場人士趁低吸納，最終跌0.9%至604美元，而野村
亦將蘋果的目標價從710美元調低到660美元。亞馬
遜第三季轉盈為虧，是5年多以來首次錄得虧損。

其他主要科網股個別發展，英特爾升 1.2%，報
21.95美元；微軟升1.2%，報28.21美元；思科升0.5%

，報 17.29 美元；惠普跌 0.7%，報 14.09 美元。主要
金融股則普遍下跌，美國銀行跌 1.3%，報 9.12 美元
；摩根大通跌1.2%，報41.16美元；富國銀行跌0.3%
，報33.97美元；高盛跌0.2%，報119.44美元；摩根
士丹利跌 0.4%，報 17.04 美元；AIG 下跌 0.7%，報
34.72美元。

Cornerstone Wealth Management 公司首席投資
官Alan Skrainka表示，在過去兩個月，投資者密切注
視美國聯儲局的舉動，但現在聯儲局亦已推出了QE3
，且外界認識到 QE3 的作用愈來愈小，市場將焦點
集中在三方面，包括歐洲經濟情況、中國經濟增長放
緩，及美國年底經濟表現等，這些因素將左右美國股
市走勢。

▲美國三大指數全周計數同錄得下跌

歐洲經濟欠佳，資金再度湧入美
元避險，美匯指數上周五收報 80.068
點，全周累升超過半個百分點，最高
見80.2點，創9月中以來新高。歐元兌
美元一周貶值 0.7%至 1.2938，兌日圓
亦跌0.2%至103.05。

西班牙公布第三季失業率，從次
季的24.6%抽高至25.02%，再創有紀錄
以來新高，另一方面，德國企業信心
指數意見下跌，連續六個月錄得下行
，並跌至兩年半低位，野村證券分析
稱，連串令人失望的經濟數據，令投
資者憂慮歐債危機進一步深化，連歐
元最大國的德國亦獨力難支，觸發市
場再度拋售歐元。根據美國商品期貨
交易委員會統計顯示，歐元淨短倉錄
得5.5萬張，較對上一周的5.34萬張略
為增加，暗示有對沖基金及大戶沽空
歐元活動有所增加。

其他貨幣方面，南非蘭特兌美元
一周大升 1.2%至 8.6431，主要反映美
國經濟增長改善，令市場憧憬兩國貿
易活動轉趨活躍，而紐元亦跟隨上升
，全周升值超過半個百分點至1紐元兌
82.29美仙，高見82.43美仙重上三周高
位。加元兌美元連續三星期錄得下跌
，上周五收報 1 美元兌 99.69 加仙，按
周貶值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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