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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煉油廠上調油價

當地時間 9 月 14 日，全球最

大石油企業——沙特阿拉伯國家石

油公司阿美（以下簡稱沙特阿美）

的兩處石油設施受到無人機攻擊

後起火。沙特作為世界上最有影

響力的石油出口國，此次襲擊重

創沙特阿美。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 · 阿齊

茲 15 日證實，襲擊導致沙特的石

油供應每日減少 570 萬桶，大約

占沙特石油日產量的 50%，占國

際市場每日石油供應量的 5%。此

外，這次襲擊還導致乙烷和液化

天然氣的供應量減少了大約50%。

國際油價 16 日大漲至近每桶

72 美元，創 1991 年海灣戰爭以

來最大日內漲幅。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正

在評估沙特石油設施遇襲對油市的

影響，並表示成員國因此採取行動

增產或是舉行會議都為時過早。

阿聯酋能源部長馬茲魯伊對媒

體稱，阿聯酋能夠提高產量應對可

能出現的任何供應中斷，「我們有

備用產能，有足夠我們可以立即使

用的數量」。 他表示，如果沙特

要求召開 OPEC 緊急會議，「我們

會好好應對」。有消息指，OPEC
秘書長巴爾金都與國際能源署

（IEA）署長比羅爾（Fatih Birol）
討論了油市情況。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美國將釋

放戰略石油儲備，並稱「有足夠

多的石油」，該消息讓油價的漲

幅有所收窄。據星展銀行估計，

目前美國的戰略油儲為6.45億桶。

根據高盛商品策略師 Damien 
Courvalin 給出了幾種情境分析：

一種是短期中斷，比如一週

時間，市場將反映更高的風險溢

價，可能是 3 ～ 5 美元 / 桶。

第二種是中斷持續 2～ 6週，

那麼帶來的影響是 4 ～ 14 美元 /
桶的漲幅。如果 570 萬桶 / 日供應

中斷要持續超過 6 週，那麼預計布

倫特石油將很快突破75美元 /桶，

該水平預計將觸發美國釋放戰略石

油儲備，釋放的規模料將足以平衡

市場，油價穩定於 75 美元水平。

還有一種極端情境是，淨斷

供量達到 4 萬桶 / 日持續三個月，

那麼將使得油價突破75美元 /桶。

中國 A 股市場石油板塊 16 日

也跟風上漲，石油指數開盤大漲逾

4%，石油股全線飄紅。石油行業

兩大巨頭中國石油、中國石化開盤

分別大漲 4.14%、3.45%。

據中共官媒報導，中國能源化

工資訊和市場價格指數專業供應商

隆眾資訊的一位成品油分析師說：

「幾乎所有的國內煉廠均在上調成

品油價格。原本，國內油價已在高

位，特別是柴油價格已接近國家發

改委的批發限價，沙特阿美遭襲更

是助推了上漲的勢頭。」

隆眾資訊的一位行業分析師介

紹，中國煉廠的石油採購週期一般

長達數月甚至半年，沙特油田遭襲

事件實際的石油供給減少尚未影響

到國內，國內煉廠紛紛漲價更多的

是心理預期所致，這也導致產業上

游沙特阿美遭襲與下游中國成品油

市場出現了實時反應的現象。

隆眾資訊是中國能源化工資訊

和市場價格指數的專業供應商，自

1988 年開始追蹤報導全球能源和

化工品市場，主要涉及石油、天然

氣、煉化、化工等，擁有 70 萬石

化產品供應鏈客戶資源。

沙特石油設施遭襲，幾乎所有的中國煉油廠都趁勢上調油價。（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沙特

國家石油公司阿美的兩處石油設施

遭受無人機襲擊，9月16日，石油
輸出國組織（OPEC）表示正在評
估影響。而幾乎所有的中國煉油廠

都趁勢上調油價。

【看中國訊】中國經濟活

動放緩的情況越來越嚴重。這

可能促使北京做出妥協，加快

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並採取

更多措施刺激經濟。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9 月

16 日公布的多項指標顯示 8
月中國經濟表現疲軟。中國國

家統計局表示，8 月中國工業

增加值同比增加 4.4%，低於

7 月的 4.8%，為 17 年來的最

低增幅。

工業生產是中國經濟的

一個重要指標，衡量中國製造

業、採掘業和公共事業等領域

的產出。最新數據也低於經濟

學家預計的 5.2% 的增幅。

零售數據同樣表現不佳，

顯示企業和消費者信心低迷。

8 月分的零售總額增速從 7 月

的 7.6% 降至 7.5%。

許多經濟學家預測，中

國經濟增速將較第二季度的

6.2% 進一步放緩。投資銀行

摩根斯坦利表示，正在跟蹤北

京政府全年經濟增長目標 6%-
6.5% 區間的下限。

與美國的貿易戰打擊了中

國的出口、貨幣、企業和消費

者信心。

這場糾紛還削弱了北京方

面避免債務導向型刺激措施的

政治決心。

據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

中國經濟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告訴美國之音：「出口

增長已經放緩了很多，這對中

國經濟造成了傷害。為了保持

增長，政府被迫增加信貸增

長，這將在未來造成更大的債

務問題。因此北京有理由進行

談判，以恢復正常貿易。」

中國經濟放緩 
貿易和解壓力大

【看中國訊】過去 10 年，中國

企業在全球大舉收購，但是在中國

經濟成長放緩至 30 年來低點以及

中美貿易戰因素下，陸企大量出售

海外資產，首次成為全球資產的淨

賣家。

據中央社報導，英國《金融時

報》（FT）9 月 16 日援引金融數

據提供商消息稱，今年截至目前為

止，中國企業已同意出售約 400 億

美元（下同）海外資產，高於去

年的 320 億元。

與此同時，陸企今年僅購買了

350 億元海外資產，因此成為全球

資產淨賣家。

消息還說，中國企業今年出售

的美國資產規模高達 260 億美元以

上，去年僅為 80 億美元。

報導分析，自 2009 年起，中

與美國差價縮小    
中國搶訂iPhone 11  

【看中國訊】蘋果日前推出

iPhone 11、11 Pro 和 11 Pro 
Max 等 3 款新機，由於在中國

與在美國購買 iPhone 11 新機

的價差縮小，iPhone 11 在中

國的預訂情況相當踴躍，導致

交貨時間延後。根據 CNBC 分

析稱，在中國購買 iPhone 11
新機與在美國購買的價差介於

10.5% 至 12.5% 之間。在中國

購買 iPhone 11 64GB 的售價為

5499 人民幣（777 美元），美國

為 699 美元；128GB 中國的售

價為 5999 人民幣（847 美元）；

256GB 在中國的售價為 6799 人

民幣（961 美元），美國的售價

為 849 美元。

穆迪將香港信用評級 
展望下調為「負面」

【看中國訊】根據美國之音

報導，全球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穆

迪 公 司（Moody's）9 月 16 日

把對香港的信用評級展望從「穩

定」調降至「負面」，並確認香

港的長期信用評級為 Aa2（第

三最高級別）。

穆迪公司表示，評級下調

反映出了風險的上升，「下調評

級可能是因為當前香港特區與

中國的經濟接近程度，與中國

的法律和監管差距之間的平衡

發生了變化，儘管香港政府最

近採取了一些措施來滿足示威

者的部分要求，但將香港前景

改為『負面』的決定表明了人們

越來越擔心這種轉變。」

國一直是海外資產的淨買家，其

中 2016 年為中國企業的投資高峰

年，陸企當年達成逾 2000 億元的

海外交易，並借入高額債務。

這些引起國際間側目的交易

包括海航集團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別收購跨國酒店集團希爾頓

（Hilton）和德意志銀行數十億元

股份；目前由政府工作組進駐的安

邦保險則曾經連續收購包括紐約華

爾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等

海外資產。

不過，由於在中國面臨流動

性緊縮，海航集團自 2017 年底

以來已出售至少 200 億元資產；

今年稍早時更以 14 億元的價格

出售瑞士航空服務公司佳美集團

（Gategroup）；而安邦也已經出售

公司大部分的海外資產，包括近日

以 58 億元出售了一批酒店。

報導引述美國企業研究所

（AEI）常駐學者史劍道（Derek 
Scissors）表示，今年併購減少以

及拋售快速增加是「外匯短缺的副

產品，而出現外匯短缺的部分原

因，是因擔心失去美國市場造成的

國際收支疲軟」。《金融時報》指

出，由於擔心消耗美元儲備，北

京當局抑制海外收購。

陸企首度成全球資產淨賣家 財經簡訊

（Getty Images）

布列南說：「與香港運作相關的政

治風險攀上史無前例新高，情況並

不僅是曇花一現；投資人已開始質

疑該區的經濟利益，並搜尋政治更

穩定的亞太據點。」

目前，為避免銀行存款受北京

當局採取極端手段的影響，港人開

設海外銀行戶口的人數有所增加，

市場憂慮會出現資金外流。人們表

示海外開戶是為個人資產買份保

險，現時不會立即把資金移走，但

一旦有需要只須在網上操作便可轉

移資金。

香港民眾反對修訂《逃犯條

例》（民稱「反送中」）的運動已經

持續超過三個月，疊加中美貿易戰

帶來的衝擊。儘管香港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已宣布撤回送中條例，但並

未回應港人其他四大訴求，因此反

送中運動依舊持續不斷。

早先有香港金融業人士製作對

比圖示，表明港府的種種行為已經

使香港經濟受創的程度持續惡化，

甚至經濟有陷入大衰退的風險。影

響了香港商貿、旅遊和金融中心的

國際形象，8 月分外來遊客劇降四

成、零售業低迷和失業率上升。

全球風險顧問公司亞洲分析師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川普總統宣布，他將會在今年對

中等收入人群實行減稅政策。他

說：「我們將向中產階級實行減

稅，這將非常鼓舞人心。我認為

這是每個人都在期盼的事情。」

川普總統近日在巴爾的

摩海濱萬豪酒店（Waterfront 
Marriott）對共和黨人發表演講

時說，減稅將可為每個家庭平均

節省 3000 美元開支。

共和黨人正在巴爾的摩的

萬豪酒店舉行為期三天的務虛會

議，川普在會議首天發表演講。

據福克斯新聞報導，川普在演講

中也談到，在他擔任總統期間，

非裔美國人的失業率是「有史以

來的最低紀錄」。

川普總統擔任總統期間做了

很多事，例如：增加軍事經費、

削減規章制度，以及讓退伍軍人

可以選擇在退伍軍人事務醫療系

統之外看私人醫生。此外，政府

也努力減少了一些繁瑣的規章制

度。目前，政府已經廢除了沃特

斯法規，削減了總共 30000 頁

的規章。「我們在我們國家做了

巨大的改變，我們將要做出其他

更多的重大改變。」川普說，他

的政府需要額外的時間來「繼續

我們所做的事情」。

在長達 68 分鐘的演講中，

川普也祝賀在北卡羅萊納州特別

選舉中獲勝的共和黨人，並稱這

是一個「精彩的電視之夜」，而

共和黨人則向川普呼喊「再來個

四年」（期盼川普連任）。

該黨的眾議院議員都出席了

這項務虛會議，會議期間將討論

醫療保健、經濟和其他議題。

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初，美國金

融巨頭凱爾‧巴斯就曾表示，只

需 4% ～ 5% 的香港人擠兌銀行，

即可摧毀香港金融體系。香港的銀

行體系是世界上槓桿率最高的地區

之一，占 GDP 近 900%。香港只

要有 4% ～ 5% 的人到銀行擠兌，

就能讓香港金融體系崩潰。巴斯還

說，香港是「史上最大的金融定時

炸彈之一」，而這場「反送中」政

治危機正是發生在這個「定時炸

彈」之上，會加重香港的財政困境。

分析師認為，在官方護盤下，

目前雖然沒有出現大擠兌，但各

界仍擔心香港恐釀史上最大金融災

難，外資大規模出逃，流向其他國

家。事實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資料顯示過去已有過 7 次大擠

兌事件。例如：1989 年「六四天

安門事件」後，香港民眾自發擠兌

中資銀行，民眾用這種方式表達對

中共政府失去信心。

香港經濟入險境 恐釀更大災難 川普演講：今年將宣布
中產階級減稅政策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香

港反送中已百日，港府的態度使民

眾示威活動仍在持續，也令經濟衰

退陷入險境。金融業暗潮湧動，各

界擔心恐釀更大的金融災難。

（Foto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