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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基于对劳动力市场和海外经济的担忧，耶伦
称不会立即加息。标普500指数涨0.95%；道琼斯工
业平均指数涨1.3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0.98%。
黄金方面，媒体报道欧央行QE细节后，黄金回落。
周四现货黄金跌24.09美元，跌幅1.875%，报1260.56
美元/盎司。
期油方面，3月纽约期油上涨8美分，收在44.53美
元，涨幅0.2%。布兰特原油上涨66美元，收在49.13
美元，涨幅1.4%。盘中油价一度跌破每桶44美元，
为六年新低。



基本金属方面，纽约期铜与LME期铜价格收低。
LME三个月期铜周四收报5427.5美元/吨，跌0.595%。
3月交割的纽铜期货跌0.061%，达到2.4575美元/磅。



港股方面，周四恒生指数跌265.96点，跌幅1.07%，
收盘报24595.85点，全日成交额894.764亿；国企指
数随之下跌，收报11736.09点，跌227.55点，跌幅
1.90%。

产品

上日收市

日变化率%

美汇指数

94.73

+0.116

现货黄金

1260.56

-1.875

纽约期油

44.53

+0.2

布兰特期油

49.13

+1.4

纽约期铜

2.4575

-0.061

LME 3个月期铜

5427.5

-0.595

恒生指数

24595.85

-1.07

期金单位：美元/盎司 期油单位：美元/桶
LME期铜单位：美元/吨 纽约期铜单位：美元/磅
资料来源：各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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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声鹤唳，料大盘继续退守
周四恒生指数低开 216 点，后跌幅迅速扩大，
最多跌 337 点，低见 24,524.18 点。午盘大盘持
续于低位震荡，未能形成有效反弹。截至收盘，
恒生指数报 24,595.85 点，下跌 265.96 点，跌幅
1.07%；国企指数报 11,736.09 点，下跌 227.55
点，跌幅 1.90%；红筹指数报 4,504.91 点，下跌
66.53 点，跌幅 1.46%。大市全日成交 895 亿港
元。
市场消息称，中国证监会将于下周再次启动对券
商融资融券业务的检查。此前因证监会通报对券
商融资类业务违规的处罚，沪指单日大跌 7.7%
还历历在目。此时消息一出，市场又再次风声鹤
唳，中资金融股全线受压，多多少少都录得跌幅。
金融股，尤其是内银股作为权重板块，股价走软
自然令大盘萎靡不振，因此恒指始终与低位徘
徊。恰逢恒生期指结算，淡友自然趁势出手压低
指数，好友几乎无反击之力。
经过昨日之跌，恒指于上周四跳空高开的裂口已
经补上。现时美股 A 股均处于弱势，且期指结
算完毕，好友也无太大动力继续托市，因此大盘
是时候顺势回调。下方 10 日线支撑不足，恐怕
指数会向 20 日线（现位于 24,190 点）回靠。随

来源：阿斯达克

着 20 日线上移，预计将于此前的区间顶部
24,300 点左右与恒指相交，大盘应可与此获得
有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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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股持续低迷 沪指跌 1.31%
周四早盘沪深两市大幅低开，沪指直接跌破 3300 点整数关口，并在盘中下探 30 日均线。午后，
铁路、钢铁快速拉升，石油跌幅收窄，股指缓缓回升。从盘面上看，券商、银行、保险板块跌幅
居前，对股指形成拖累，核电、电力改革概念则有相对较好的表现。
截至收盘，沪指跌幅 1.31%，跌 43.43 点，报 3262.30 点，成交 2964.2 亿；深成指跌幅 0.93%，跌
105.16 点，报 11249.04 点，成交 2325.2 亿；两市成交量连续两个交易日明显萎缩。
周三收盘后，传出中电投集团和国家核电公司合并消息，并称近日获得中央高层决策签字通过，
正在制定具体方案。这是继南北车合并之后，央企之间又一次重大重组。受此利好影响，今日中
电投旗下公司中电远达（600292）、上海电力（600021）等全部涨停，同时，以上海电气（601727）、
申能股份（600642）为代表的核电设施板块涨幅居前。
周四市场急速杀跌至 30 日均线后小幅拉起，短线调整或已到位。但并不意味着后市大盘会急拉
快涨。农历春节临近，市场流动性将逐步趋紧，投资者还是控制仓位为宜。同时，有消息传出下
周将有 20 只新股申购，必将再次大幅收紧市场资金面。短线投资机会方面，国务院部署加快铁
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可积极关注基建、核电板块。

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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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遭重挫，趋势进一步转弱
周四美元指数反弹遇阻，于高位震荡。美国股市
全面反弹，油价探底回升成为推动美股上行的重
要原因。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1.31%，报
于 17,191.37；标普 500 上涨 0.95%，报于 2,021.25；
纳斯达克上涨 0.98%，报于 4,683.41。现货黄金价
格大跌 27 美元至 1,257，跌幅 2.12%。
昨日原油价格于盘中再次创出近期新低，但随后
反弹小幅收涨。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减少 4.3
万人至 26.5 万人，远胜于预期的 30 万人，为 2000
年 4 月份以来最低水平。油价的企稳及利好的就
业数据提振了市场信心。同时有美国参议员表示，
耶伦称美国经济在持续转好，但仍需创造更多就
业，并认为美联储不该马上加息。这原本对金价
是利好消息，但近期金价的上涨主要是由避险需
求推动，美元已是次要因素。投资者对经济前景
的担忧减弱，自然令高位的金价无以为继。
来源：福汇

技术上看，MACD 死叉扩大，RSI 回落至 50，显示
短期内黄金已明显呈弱势。目前金价回落至保利
加通道中轨，同时也是前期高点 1255 美元附近，
料能获得一定支撑。但若金价继续下挫，危险性
就会增加，因 1 浪高点 1238 为 4 浪回调的底线，
一旦失守将改变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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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失衡加剧 油价盘中创新低
近日，伊拉克再次宣布原油产量创下 35 年新高，
伊拉克南部产量已经增加，今年 2 月日产量预计
会达到 330 万桶，创最高纪录。供需不平衡令油
价盘中跌破六年新低，后小幅上扬。3 月期油上
涨 8 美分，收在 44.53 美元，涨幅 0.2%。目前石
油贸易商在低油价时代利用油轮囤油以待价格反
弹后卖出，船运业消息人士和货运公司的预订记
录也显示，在过去一周，托克(Trafigura)、维多公
司 Gunvor、Koch，以及能源巨擘壳牌等贸易公司
均已开始预订储油油轮，最多到 12 个月。IEA 数
据显示，欧洲陆上储罐已被填满，海上浮仓囤油
量在 5000 万桶左右，不到 2008 年一半。油价筑
底正在进行时。
技术上，目前油价受压 5 日均线，MACD 快慢线
齐头并进，但上升动能逐渐减弱，RSI 指标也回落
至 25 水平附近。或料油价筑底过程进一步放慢，
短期内以震荡走势居多。

来源:阿斯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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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人民币再度较中间价逼近“跌停”。尽管人民币两日较中间价都接近“跌停”，但由于央行今日
下调了中间价，人民币汇率较昨日有所下跌。
多位保险资管公司人士表示，周四（29日）收到保监会《关于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督导的通知》，称
将开展险资两融业务检查，日期未定。不过业内人士表示，开展两融检查应该是为了确保业务合
规，此外险资两融业务规模较小，对市场影响有限。
港交所预计今年下半年将与深交所开通深港通。这样的时间安排可能会降低中国被纳入一项重要
指标股指的几率。
受相关产业增长放缓，大宗物资货源不足等因素影响，2014年全国铁路运量总体下降，累计完成
货运量38.1亿吨，同比下降3.9%。其中前三个季度分别下降3.5%、1.5%和2.5%，四季度下降7.8%，
降幅有所扩大，去年同期基数较高是重要原因。
股票发行注册制度的实施可能会晚于市场预期，但在高层的强力推动下，《证券法》修改在2015
年底前完成将是大概率事件。
中引两名消息人士称，2015年初步计划是购买大约20-25万吨，多数在上半年交货。一名消息人士
说，这些铜将用于完成在2015年底前建成200万吨铜 库存的计划。但国储局想趁铜价便宜之际买
入更多的铜，超出计划的部分可能达30-50万吨，计划价格在每吨5000美元以下。“我们确定的一
件事是，国储 局已搞到用于购买额外数量的铜的钱。”
周四，美国参议员Schumer称，耶伦告诉他美国经济在变好，但仍需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需要时
间。基于对劳动力市场和海外经济的担忧，耶伦称不会立即加息。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救济金人数创2000年4月以来新低，减缓了投资者关于美国经济在今年初出现放
缓的担忧。据美国劳工部，美国1月24日当周首申人数26.5万人，大幅好于预期的30万人，前值由
30.7万人修正至30.8万人。
阿里巴巴周四发布2014年第三季度业绩。财报显示阿里巴巴三季度营收262亿元，不及彭博预期中
值的276.4亿元。再加上近日的工商局之争，阿里巴巴股价周四遭遇重挫，截至美东时间中午，跌
幅已近9%。
荷兰皇家壳牌集团（Shell）将削减150亿美元开支以应对油价下跌造成的收入骤降。壳牌是全球首
个公布2014财报的石油巨头，本周四其财报显示出整个石油产业都受到了油价暴跌的影响。原油
价格自去年夏天开始下跌了近60%，目前不到50美元一桶。
德国1月的通胀率五年多来首次跌入负值区间，这将对周五发布的欧元区CPI初值进一步造成下行
压力。德国公布的1月欧盟调和CPI同比下滑0.5%，这是自2009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分析师的
预期是下滑0.2%。
周四，丹麦央行意外降息，将存款利率由-0.35%调降至-0.5%，维持贷款利率不变。这是丹麦央行
两周内第三次降息。
希腊新一届政府给欧元区带来的最大意外并非“反三驾马车/紧缩”的主张，因为这早已不是新闻，
而令欧盟震惊的是，希腊撇下德国和欧洲，转向俄罗斯的筹码。
近期关注点：
001月30日：新西兰12月建设许可月率；日本1月东京消费价格指数；日本12月失业率；美国4季
度GDP年度化季率。
02月01日：韩国1月出口年率；中国1月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国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02月02日：中国1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美国12月个人开支；美国1月ISM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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