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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空拉鋸 今年油價料反彈溫和
「石油市場將趨向平
衡，我認為產油國可能
不需要再進一步減產
了。」 國際油價日前漲
破每桶 70 美元沒幾天，沙特油長法利赫便迫不及待地
發出停止減產的暗示。但在美國與伊朗和委內瑞拉關
係持續惡化，疊加利比亞和蘇丹政局緊繃的背景下，
最近一周油價卻基本維持在 70 至 71 美元之間，顯示多
空勢力仍然膠，油價今年要實現大幅反彈並非易事。

制裁疊加戰亂 供應趨緊
受產油國堅定減產、美國對伊朗和委內瑞拉持續制
裁，以及近期利比亞和蘇丹局勢日趨緊張的推動，國
際油價本月 5 日首度漲破 70 美元的 5 個月高點，隨後
又很快突破 71 美元。繼去年四季度大幅下挫後，油價
今年已累計上漲至少 30%。
根據 OPEC+去年 12 月達成的新減產協議，所有
OPEC+產油國從今年 1 月 1 日開始每天減產 120 萬
桶，為期 6 個月。最新數據顯示，3 月 OPEC+的減產
執行率達至 90%以上的歷史新高，為油價上漲提供巨
大動力。同時，受美國制裁影響，伊朗原油日出口量

已減少近 150 萬桶，委內瑞拉原油出口更跌破每日 100
萬桶。考慮到兩國與美關係仍在不斷惡化，其原油出
口勢必更多承壓，從而助推油價繼續上漲。
此外，產油國利比亞和蘇丹政局的緊繃也在不斷強
化油價上漲預期。利比亞軍事強人哈夫塔爾領導的
「國民軍」 本月 4 日發起西進攻勢，旨在奪取對首都
黎波里的控制權，一場新的內戰眼看就要爆發。歷史
經驗證明，利比亞任何地方的戰亂衝突，都可能導致
該國石油出口出現劇烈動蕩。蘇丹上周的軍事政變對
油市影響雖然有限，但若該國政局長期不穩，其對油
市的潛在影響仍不容低估。

貿易紛爭累經濟 需求看衰
另一邊廂，油價上漲的利空因素也在不斷堆積。在
油價漲破 70 美元後，OPEC 最大產油國沙特油長便快
速發聲，指產油國可能不再需要進一步減產，否則原
油市場供應會過於緊張。非 OPEC 產油大國俄羅斯官
員也認為，若下半年市場恢復平衡，將無必要延長減
產協議。俄主權財富基金 RDIF 主管德米特里夫甚至
預期，俄可能會在 6 月開始增產。有消息人士稱，如
果油價 6 月漲至 80 美元以上，OPEC 就很有可能增

產。
雪上加霜，全球經濟同步放緩的陰霾正愈發濃厚。
儘管各主要央行均暫停了加息腳步，寄望對經濟反彈
提供支撐，但貿易紛爭的擴容卻無時無刻不在拖經濟
後腿。隨美中貿易談判幾近達成協議，美日貿易談
判本周又將上演。日方迫切希望避免日本出口汽車被
加徵關稅或實施配額，美方則希望打開日本農業市場
並減少 600 億美元的貿易逆差。美歐新一輪貿易紛爭
也呈現惡化之勢。在美國以歐盟長年違規補貼空巴為
由，威脅將對歐盟 110 億美元的輸美產品加徵關稅之
後，歐盟被傳同樣打算以美國政府向波音提供非法補
貼為由，對價值 215 億美元的美國產品徵收關稅。同
時，特朗普政府還威脅對墨西哥課徵汽車關稅，條件
是墨方必須改變兩國邊境的安全形勢。
按照 IMF 的說法，貿易紛爭已成為拖累全球經濟增
長的罪魁禍首，該機構近期已將經濟增長預期大幅下
調至 3.3%這一金融海嘯以來的最低增幅。

65 至 75 美元或為油價常態
加拿大皇家銀行（RBC）的統計數據顯示，儘管布
油和美油今年迄今已分別上漲 32%和 40%，但目前原

歐欲與美啟貿易談判
不包括農產品 冀降工業品關稅

油期貨多頭和空頭的比率均值僅為 8.5，該比率在去年
秋季油價大漲高峰期曾達到 13，顯示油價仍存上漲空
間。RBC 對今年布油價格的預期從此前的 69.50 美元
上調至 75 美元，巴克萊銀行的預測峰值為 73 美元。
不過，考慮到油市的慣性是，當一部分產油國產量
不斷下降時，其騰出的市場份額將很快被其他產油國
爭奪，再加上美國的高原油產量和庫存，油價實難達
到更高水平。遑論委國並未對制裁坐以待斃，正醞釀
將本來發往美國的原油轉移至俄羅斯石油公司或其他
目的地。資料顯示，向印度、中國和新加坡出口的原
油佔到委國 3 月出口總量的 74%。
有觀點認為，全球石油消費的命運主要取決於中國
和印度，因兩國共佔需求增幅的近 55%。但目前原油
需求依賴少數市場的程度仍是一項被低估的風險，這
對油價是一大利空。也有觀點認為，油市前景取決於
美國對伊朗和委國加大制裁的力度。但眾所周知，特
朗普為保證競選連任向來反對油價過高，不知他將如
何兼顧加大制裁與壓低油價二者的矛盾？
多空勢力拉鋸恐將成為今年常態，繼而拖累油價反
彈力度，料僅呈現介於 65 至 75 美元的溫和上漲。
香港商報評論員 魏煒婷

特朗普轟聯儲政策
礙美股上揚
【香港商報訊】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抨擊聯儲局，
稱如果不是聯儲局的行動，美國股票市場價格指數可
能比現在的點位高 「
5000 至 10000 點」。

指 QE 係罪魁禍首
特朗普 14 日在推特發文抱怨： 「如果聯儲局恰當
地履行了職責，股市應該高出 5000 至 10000 點。可聯
儲局沒有這麼做。量化寬鬆(QE)是罪魁禍首，本應採
取相反措施。」
特朗普一直認為聯儲局加息拖累了美國經濟。自去
年四季度美股下跌以來，特朗普開始密集置評聯儲局
政策；今年 3 月下旬以來，又加大了對聯儲局的 「攻
勢」，大力鼓吹減息概念。
有分析指，如果特朗普 「推文」意指道指，那麼可
解讀為，如果沒有聯儲局的行動，道指現在可能超過
36000 點。道指上周報收於 26412.30 點。

建言 737 MAX 改名
另一方面，特朗普還為水深火熱之中的波音提了個
建議。他昨天早上發推稱：我對品牌所知甚少，也許
什麼都不知道（但我確實當上了總統！）。但如果我
是波音，我會修理波音 737 MAX，添加一些額外的
偉大功能，並給飛機重新命名。沒有任何產品遭受過
這樣的損失。

馬士基一艘貨櫃輪正駛離加州長灘港。 路透社

【香港商報訊】綜合外媒報道，因法國抗拒態度而延遲數月後，歐盟昨日
通過多數表決，支持與美國展開正式貿易談判。歐盟消息人士稱，歐盟暫時
計劃從本周四啟動正式談判，期望能緩解與美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暫定周四開談 歐意雙軌制
報道稱，歐盟各國政府當天以明顯多數的表決結
果，批准歐盟委員會提議的談判授權。法國投下反對
票，比利時棄權。
負責協調歐盟 28 個成員國貿易政策的歐委會提出以
雙軌談判機制與美國進行談判的建議：一是降低工業
品關稅；二是協助企業更容易證明其產品符合歐盟或
美國的標準。歐委會發布消息稱，談判期間不會涉及
到重新討論美歐之間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協定
（TTIP）的問題。
歐盟貿易專員馬姆斯特羅姆表示，歐委會將爭取在
10 月底之前與美國結束減少工業品關稅的談判，本屆
歐委會的任期將於 10 月 31 日結束。馬姆斯特羅姆強
調，歐盟將立刻與美方負責人接觸，但談判啟動日期
將取決於美國。消息人士稱，歐盟暫時計劃從本周四

啟動正式談判。

全球所有航運船隻的運費報價都在大幅下降，一些東
南亞運營商甚至被迫加速報廢船舶。
該報援引船舶經紀商 BTIG 公司最新發布的報告
稱，今年前三個月，共有 10.7 萬公噸載重噸位的船舶
被回收，較去年同期的 7.8 萬噸同比增長 35%。在報廢
的 23 艘船舶中，有 16 艘都是用於運輸礦石、鋁土
礦、煤炭和水泥等大宗商品的海岬型船舶。

若美加徵更多關稅 談判將中止

全球貿易放緩再添重要信號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在其談判授權中明確表示，農
產品不包括在談判範圍內。馬姆斯特羅姆直言： 「農
業是歐盟與美國談判中的底線。」歐盟還指出，若美
國加徵更多關稅，歐盟將單方面中止談判。
彭博社分析指出，談判將在歐美緊張局勢不斷升級
的背景下開始，歐盟尋求與美國達成協議部分原因是
為避免特朗普政府對外國汽車及汽車零部件加徵關
稅。
去年 7 月，歐委會主席容克曾費盡心思與美國達成
協議，說服特朗普不對歐盟輸美汽車加徵關稅。但暫
時的「停火」
已經被空巴和波音的補貼大戰再次引燃。
在貿易紛爭及關稅戰如火如荼之際，全球貿易放緩
再添重要信號。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今年以來，

這與以往明顯不同。往年，船東們都是在船舶的運
營或閒置以及維護方面的成本超過報廢價格時才會加
大報廢力度。而今年，航運費率大幅走低成為刺激船
舶加速報廢的重要因素。
《華爾街日報》稱，在倫敦和新加坡的船舶經紀商
們都表示，由於年初淡水河谷位於巴西的 Feijo 鐵礦發
生潰壩，巴西出口鐵礦石裝貨量驟降，導致很多運貨
船隻閒置。2 月，中國工業生產因農曆春節而出現季
節性放緩，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局面。截至目前，海
岬型運貨船的日均航運費大約在 9000 美元，遠低於
2.5 萬美元的盈虧平衡線。用於反映世界主要航線即
期運費變化的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BDI）上周五報
726 點，過去 12 個月期間跌去 27%。

伊促歐盟盡快啟動 INSTEX
【香港商報訊】伊朗外長扎里夫當地時間 14 日抱怨
歐 洲 方 面 推 進 與 伊 朗 的 雙 邊 貿 易 結 算 機 制 （INSTEX）速度 「太慢」，呼籲歐洲國家盡快啟動這一
機制。

伊上周啟動相對應機制

伊朗外長扎里夫強調，歐洲國家應履行承諾，採取實
質性舉措盡快落實雙邊貿易結算機制。
路透社

據伊朗新聞電視台報道，扎里夫說，歐洲國家與伊
朗的 「貿易往來支持工具」是在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
協議的情況下，歐洲提出的一個初步方案，但歐洲國
家仍未如期落實。扎里夫強調，歐洲國家應履行承
諾，採取實質性舉措盡快落實雙邊貿易結算機制。
今年 1 月底，英法德三國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三國
已與伊朗建立開展貿易的專門機制。三國還表示，伊
朗全面有效履行核領域承諾是專門機制實施的前提條
件。據報道，專門機制實際是在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
體系之外運作的支付機制，可以使歐盟繼續與伊朗進
行交易，並幫助歐洲企業繞過美國對伊朗單方面制
裁，其核心是一個名為 「貿易往來支持工具」的 「特

殊目的實體」。該實體設在法國，需要數月才能開始
運作。
扎里夫說，為推動落實 INSTEX 結算機制，伊方需
要設立相對應的機制，相關工作上周啟動。 「現在，
歐洲人沒有藉口再拖延下去。」

警美加碼制裁不利油市
伊朗石油部長贊加內當天表示，美國對伊朗和委內
瑞拉的制裁以及利比亞的緊張局勢，已使全球石油市
場的供需平衡變得脆弱。他警告，如果美方繼續對伊
方施加壓力，將產生嚴重後果。
贊加內稱，對伊朗施加壓力的後果之一是美國燃油
價格上漲。數據顯示，由於 OPEC 削減石油供應，美
國對伊朗和委內瑞拉石油出口國的制裁，加上油組成
員國利比亞的國內軍事衝突升級，今年油價上漲了
30%以上。
贊加內還說： 「特朗普可以選擇增加對伊朗的壓
力，也可選擇讓美國加油站保持較低的燃油價格。」

特朗普建言給波音 737 MAX 添加一些額外的偉大
功能，並給飛機重新命名。
網絡圖片

阿桑奇拒被引渡至美受審
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的律師珍妮弗 14 日說，如
果瑞典司法機構重新啟動強姦指控調查，阿桑奇願意
配合，同時將繼續抗爭美方的引渡努力。珍妮弗告訴
英國天空新聞頻道，阿桑奇 「當然樂意回答」瑞典調
查人員的問話，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美國方面的引渡
要求。他擔心被送往美國，遭到不公正審理。」

有西班牙及德國議會議員在囚禁阿桑奇的監獄外示
威，要求英國當局立即釋放阿桑奇。
路透社

俄鋁擬 15.6 億投資美鋁廠
繼宣布被美國財政部從制裁名單中剔除、恢復向美
國市場供應鋁產品之後，全球第二大原鋁生產商俄鋁
昨天宣布，計劃向美國肯塔基州一個 17 億美元的軋
鋁廠項目投資 2 億美元(約 15.6 億港元)，這將是美國
近 40 年來最大的新鋁廠。該廠將由美國布萊德工業
公司運營，預計明年開業。俄鋁每年將向這座新廠供
應 20 萬噸鋁。

戴姆勒涉排放軟件造假遭查
因平治母公司戴姆勒涉嫌在 60000 輛平治汽車上軟
件造假，以通過尾氣排放的測試，德國聯邦機動車行
駛管理局(KBA)對其展開調查。據路透社報道，KBA
正在調查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間生產的平治—平治
GLK220CDI 汽車的軟件。戴姆勒發言人表示，他們
正在審查事實，並與 KBA 全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