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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首季收176億升7%超預期

美股止跌 早段曾升逾百點
美數據理想沖淡波士頓恐襲影響

上海期貨交易所黃金和白銀期
貨昨日再現大跌，雙雙連續第二個
交易日觸及跌停板，且在前日跌停
後上期所按規則對兩個合約進行了
擴板處理，在提高保證金的同時，
跌停幅度亦雙雙擴大了3%。

黃金期貨主力1306合約開盤
跌8%報每克275.03元（人民幣，
下同），但尾盤階段，黃金期貨打
開跌停板，最終收跌7.55%，為該
品種上市以來最大單日跌幅，亦為
黃金期貨上市以來首次連續兩個交
易日觸及跌停板。白銀期貨則全天
封於9.02%的跌停，至每千克4853
元亦為上市以來首次，再度刷新該
品種上市新低。

交易員認為黃金國際價格重挫
後接近成本線，後期料提供一定支
撐；內盤基本面並未出現明顯變化

，連續跌停後恐慌情緒有所釋放，
加之其他產品未現大幅下挫，均可
為金價提供支撐，但主要仍取決於
外盤走勢。

針對近期金價出現較大幅度跳
水，黃金主題QDII（合格境內機構
投資者）基金的看法出現分歧。一
家規模較大公司的QDII基金經理認
為，近期的暴跌是投資者情緒上的
宣泄，而支持金價上漲的基本面和
邏輯並沒有改變，現在判斷黃金牛
市徹底結束為時尚早。

而另一位規模較小的基金公司
QDII經理則相對謹慎。儘管也認同
當前的超跌更多是恐慌情況的作用
，但他認為黃金價格將維持偏弱震
盪的格局， 「如果價格不能維持在
1500美元以上，會引來更大的資
金流出」 。

金價周一暴跌後，日本黃金零售商店周二的銷量即急升
一倍。日本第二大黃金零售商德力本店（Tokuriki Honten
）表示，日本散戶投資者周二在其商店的買金量增加一倍。
總部在東京的德力本店的貴金屬部總經理Masahiro Arai稱，
該公司旗下100多間分店的黃金貨品價格，由周一每克4802
日圓跌6.8%至4477日圓（46美元），隨即吸引散戶買家入市
，各分店購買黃金貨品總量增加一倍。他說，雖然國際市場
黃金價格大跌，但是散戶投資者對黃金需求強勁。 彭博社

韓國周二宣布推出17.3萬億韓圜（約
1201.2億港元）刺激方案，協助受到日圓匯
價貶值拖累的韓國出口商，以及重振經濟增
長。韓國經濟2012年的經濟增長是2009年以
來最緩慢。韓國財政部周二在首爾表示，該
刺激方案將會推動經濟增長提升0.3個百分
點，創造4萬個職位。另外2萬億韓圜將用於
預算方案以外的支持措施。分析指出，韓國
政府的計劃有助刺激消費和信心。

過去半年，韓圜匯價兌日圓升超過21%
，打擊韓國出口企業，三星電子和Hyundai
汽車等大型企業，都是依賴出口。分析稱，
韓國周二推出的這份補充預算將推動今年下
半年的經濟復蘇，措施集中就業增長和出口
，這亦將會推動私人消費。韓國財政部表示
，周二的方案中，其中3萬億韓圜將用於協
助創造職位，穩定消費物價格，以及重振房
屋市場。另外1.3萬億韓圜將用以支持中小
型出口商，而估計推出這額外預算案後，今

年的增長將會接近3%範圍。財政部稱，15.8
萬億韓圜將由發行新債和調整債務回購計劃
融資，而國家債務將升至480.5萬億韓圜，
或GDP的36.2%。

高盛周二調低其對韓國2013年GDP增
長預測至2.9%，低於原先估計3.1%增長預測
。澳紐銀行集團周二則調升其預測，由原本
的2.4%升至2.6%。分析表示，韓國政府開始
推動內部活動，估計經濟今年將會反彈，不
過經濟增長不會超3%。韓國是亞洲第4大經
濟，連續8季的季度增長低於1%，2012年增
長為2%，為2009年以來最緩慢增幅。日本
央行提到日圓近期的貶值之勢，分析表示，
韓國出口直接受到日本產品的競爭。周二韓
圜上升，兌美元一度升0.5%至1115.14。而
面對經濟不景氣，房屋價格下跌，韓國的消
費者不願消費，事實上韓國家庭債務是全球
最沉重之一，相等於年收入的約160%。

彭博／金融時報

連續兩日引起市場拋售恐慌的黃金昨日止跌
反彈，交易午段金價升近4%重回1400美元之上
，主要由於亞洲買家趁低吸納，金市借機調整，
其他貴金屬亦現反彈。惟分析員卻指出，反彈屬
意料之內，市場謹慎情緒仍然十分濃厚，相信仍
有不少投資者待價而沽，料金價近期內還將承壓
下跌。近兩日被當做避險地的日圓則出現回落，
兌美元和歐元分別跌1%和1.7%。

昨日交易早段，現貨金曾進一步下跌2%，
報1321.35美元，為2011年1月以來低位。隨後受
實物買家低價買入推動，金價反彈，午段升接近
4%，至1403美元，稍後回落至1400水平之下。
自上周五起，黃金持續遭遇暴跌，過去兩個交易
日跌一成三，跌幅見1983年以來最大，周一單日
跌125美元。

市場觀望情緒濃厚
分析表示，在經歷連續兩日狂瀉後，市場需

要喘息之機，昨日金價的反彈基本屬意料之內，
主要是受實物買家需求推動。包括印度、中國、
日本在內的亞洲買家近兩日趁低買入，黃金溢價
被推升。但分析認為，與此前跌幅相比，反彈並
不強勁，市場仍然保持十分濃厚的謹慎觀望情緒
，仍有許多投資者待價而沽，金價近期內還將承
壓下跌。

在經歷連續兩日下跌後，白銀、鈀金、鉑金
及倫敦銅等金屬昨日同樣反彈。白銀升0.8%至
23.6美元。倫敦銅昨日曾升半仙至每噸7240美元
，周一曾跌至1年半低位7085美元。

對於前兩日黃金暴跌原因，市場仍然眾說紛
紜。高盛繼上周調低黃金目標價位後昨日再發聲
明，稱金價暴跌主要因市場對歐元區政府喪失信
心，擔心將有更多國家效仿塞浦路斯央行賣金，
將極大損害黃金的避險資產地位。自上周起，有
傳言稱塞國央行將出售黃金儲備籌集資金，引發
市場恐慌性拋售。另有主流觀點認為，金價大跌
是因全球經濟前景及通脹預期發生基本轉向，料
在未來經濟復蘇情況下，各大央行將逐步退市，
利空黃金。

金價近兩日的走勢令市場所有人意外，各國
央行看法亦產生分歧。昨日斯里蘭卡央行稱，金
價大跌為各國增加黃金儲備提供了良機，並表示

有意趁低買入。韓國央行表示，持有黃金是其外匯儲備多元
化長期戰略的一部分，因此並不十分擔心短期的走勢。南非
央行則 「十分擔心」金價走勢，但表示不會調整黃金儲備。

保爾森身家縮水78億
同樣對黃金不離不棄的還有 「沽神」保爾森（John

Paulson），據猜測因金價過去兩日大跌，他的個人資產已
縮水近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保爾森目前仍堅信黃金是
最佳對抗通脹資產，並減持長期看多黃金。

隨黃金反彈，近兩日作為資金避險地的日圓昨日由升
轉跌，兌美元跌1%至97.78水平，兌歐元跌1.7%，至128.25
，前兩日因黃金下跌，日圓兌歐元累升3.5%。分析稱，日本
央行上個月激進買債計劃的影響對日圓走勢仍佔主導，中期
內日圓將繼續走低。 彭博社／路透社／金融時報

韓推1200億方案振興經濟

日黃金零售店銷量倍升

上期所黃金白銀再跌停板

高盛集團周二公布的業績超市場預期為佳，股票及債券包銷業務營業收入
增加，首季淨收入升7%至22.6億美元（約176.28億港元），相等每股4.29美元
，高於一年前的21.1億美元。首季成績超過分析員估計的每股3.87美元。現年
58歲的行政總裁貝蘭克凡（Lyoyd C.Blankfein）計劃削減19億美元開支，努力
提升股本回報率，這方面去年為10.7%。由2007年底開始以來，高盛的營業收
入跌超過四分一，高盛在金融危機前是全球最賺錢的證券行。

現時投資者關心大型銀行股息和股票回購，高盛的資本計劃上月獲聯儲局
通過，監管機構稱高盛必須呈交針對虧損和營業收入前景有關的新計劃。其他
銀行相繼宣布回購和提升股息，但高盛未有透露計劃，2012年高盛兩度增加其
股息，季度股息由每股35美仙升至每股50美仙，並回購46.4億美元股票。

股神巴菲特於2008年金融危機入股高盛，成為高盛最大股東，在10月1日
前，巴郡有權以每股115美元購買4350萬股高盛的普通股。分析員指出，高盛
的季度成績出色。紐約市場高盛股價一度跌1.8%至每股146.46美元，今年截至
4月15日高盛股價升了15%，2012年高盛的股價狂升41%。高盛的同業花旗周一
公布盈利大升69%，美國銀行將於周三公布業績，而摩根士丹利預定4月18日
公布業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昨日調低今年全球大部分地區
增長預期，包括美國、中國、歐元區等，全球經濟增長從3.5%
下調至3.3%，唯將日本增長預期調高0.4個百分點至1.6%。IMF
表示，全球復蘇之路仍不平坦，尤為強調歐元區債務危機並敦
促歐央行採取 「激進」貨幣措施，刺激增長。

IMF昨日連續第四次下調今年全球增長預期，本次從1月
份的3.5%下調至3.3%。IMF首席經濟分析員Olivier Blanchard稱
，主要挑戰仍來自歐洲，他表示， 「歐洲應該盡其所能刺激消
費者需求，這意味要採取激進的貨幣政策，並進一步鞏固金
融體系。」IMF預測歐元區今年將收縮0.3%，此前預期為收縮
0.2%。

IMF調低美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期從2%至1.9%，其中聯邦政
府啟動大規模自動開支項目是主要影響因素，料將拖累美國今

年GDP減少0.3個百分點。IMF預測聯儲局將維持低息政策直
至2016年上半年。

IMF肯定日本央行上月最新推出的激進貨幣政策，認為日
本經濟將受惠於此，今年料增長1.6%，較此前預測的1.2%為高
。IMF相信，市場近來對日本競爭性貨幣貶值的擔憂有所誇大
，表示全球貨幣整體來說 「恰當反映了近來宏觀經濟的變動」
。但IMF同時警告，日本公共債務水平過高，不可持續。IMF
並調低中國2013年增長預測，由原先估計的8.2%降至8%。印
度的經濟增長預測由5.9%調低至5.7%。巴西的經濟增長預測由
3.5%降至3%。而IMF將目前全球復蘇描述為 「三速復蘇」（
three-speed），其中以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速度為最快，
其次為美國，最慢為歐洲。

IMF四降全球經濟預測

▲高盛首季淨收入升7%至22.6億美元，相等每
股4.29美元

美國當地時間周一下午，波士
頓馬拉松賽事過程中發生爆炸案，
造成三人死亡。美聯邦調查局（FBI
）斷定為恐怖襲擊，使當日因經濟
數據疲軟及商品市場暴跌而承壓的
美股加劇下跌，周一收報5個月來低
位。標普500指數收跌2.3%，道指收
跌1.8%。當日公布的中國首季經濟
增長、美國4月紐約聯儲局製造指數
及建築商信心指數均遜預期，再加
上商品市場全線重挫，均使股市承
壓下挫。

歐股受此影響，昨日普遍低開，
歐洲斯托克600指數下跌0.3%，德、
英、法股市早段分別跌0.47%、0.45%
及0.36%。

歐股跌幅擴大
但受多個利好因素提振，歐股午

段止跌反彈，美股昨日亦結束前一日
年內最強跌勢，錄得高開。道指早段
曾升逾100點，報14699點，標普500
指數升0.7%，報1563點，納指升逾
0.7%。

昨日美國公布數據顯示，3月新
屋動工數目升至逾7年高位，工業產
出按月升0.4%，亦超出預期。與此同
時，黃金昨日結束連續兩日暴跌，現
技術性反彈，曾回升近4%至1400美
元左右，受此帶動，其他貴金屬亦普

遍反彈。
不過，由於德國4月份ZEW商業

信心數據不及預期，抵銷部分美國數
據帶來的利好情緒，歐股尾端再度承
壓下跌，德國股市收跌0.4%，英、法
股市均收跌0.6%。昨日數據顯示，德
國4月ZEW經濟景氣指數為36.3低於
預期的42。

新屋動工升逾7年高位
美國昨日公布的3月新屋動工升

至逾7年高位，商務部數據顯示，新
屋動工升7%至按年率計為104萬間，
為2008年6月以來最大升勢，超過市
場預測。經濟員在數據公布前預測
為93萬間。分析員指出，房屋市場
和房屋價格都有好轉空間。隨房
屋市道改善推動建築活動增加，有
助支持美國經濟增長。與此同時，
多戶家庭房屋，例如住宅大廈等的
動工跳升31%至按年計為41.7萬間，
升幅2006年1月以來最大。富國銀行
分析員表示，2012年房屋市場反彈
的動力延續至2013年，房屋銷售、
建築活動及房價升值，短期內料穩
定增長。事實上，低息環境有助刺
激房屋需求，根據房地美數字，截
至4月11日止的30年期按揭息率跌至
3.43%。

彭博社／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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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報1469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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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高位14865點

1月16日低位13511點

▶▶ IMFIMF昨日連昨日連
續第四次下調續第四次下調
今年全球增長今年全球增長
預期預期，，本次從本次從11
月份的月份的33..55%%下下
調至調至33..33%%。。圖圖
為為 IMFIMF總裁拉總裁拉
加德加德

▲紐交所交易員為波
士頓恐襲事件默哀。
美股昨高開，道指早
段曾升逾100點

美聯社

美國波士頓當地時間周一發生10年來最嚴重恐怖襲擊事件
，加上商品市場連續兩日急跌，一度引發投資恐慌，拖累美股
周一收報今年低位，歐股昨日亦受壓低開。然而，隨美國昨
日公布新屋動工及工業產出向好數據，連跌兩日的金價亦現技
術性反彈；美股昨日錄得高開，道指早段曾升逾100點，報
14699點，標普500指數升0.7%，報1563點，納指升逾0.7%。
歐股因受德商業信心疲軟拖累，收市時跌幅擴大。

本報記者 陳小囡

受近期經濟數據疲弱下壓，以及
金價暴跌波及，國際原油市場昨日繼
續下跌，布蘭特原油最多跌2.6%，跌
穿100美元，為9個月來首見。

昨日交易早段，倫敦洲際交易所
（ICE）的布蘭特原油6月期貨跌2.63
美元，或跌2.6%，至98美元，自去年
7月份以來首次跌穿100美元。自進入
4月份以來，布蘭特原油累計跌幅已
達10%，本周跌近5%。受金價暴跌波
及，布蘭特原油周一收跌2.3%，每桶
報100.63美元。西德州輕質原油（
WTI）昨日最多曾跌3%，至每桶86
美元，見4個月低位。

原油市場自上月末開始不斷下挫
，主要由於歐洲需求疲軟，該地區部
分油田供應量回升，同時煉油廠邊際
利潤出現下跌，將導致需求走軟等。

此外，近期宏觀經濟數據的走低
也對油價造成拖累，周一公布的數據
顯示，全球石油消費第二大國中國首

季經濟增速不及預期，美國紐約州周
邊地區製造業擴張速度亦放緩，全球
石油需求前景並不明朗。

三菱商事石油風險主管Tony
Nunan稱，今年初經濟基本面並不
強勁，但當時投資者更多看到的是
利多因素，但隨後空頭因素愈來愈
多，中國數據或許造成了最後致命
一擊。

原油市場年初曾出現強勁升勢，
投資者因此積累下大量長倉，近期若
市場集中平倉止損，還將進一步對原
油造成下行壓力。但分析表示，跌幅
料不會持續，因為油價跌穿100美元
之後，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或
將出口術抑制油價下跌，或減少石油
供應以支撐油價。高盛集團周一停止
看多布蘭特原油，稱短期的下跌風險
在上升。高盛稱，因為此前建議客戶
買入，已造成15.5%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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