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衛生組織前日公布世界衛生組織前日公布，，截至本月截至本月88日日，，伊波拉疫情已造成伊波拉疫情已造成44,,033033人死亡人死亡、、確診病例達確診病例達88,,399399
宗宗，，其中醫護人員感染率為其中醫護人員感染率為55%%，，有有416416名前線人員確診或懷疑感染名前線人員確診或懷疑感染，，當中當中233233人死亡人死亡，，情況情況
有失控的趨勢有失控的趨勢。。聯合國特使納巴羅警告聯合國特使納巴羅警告，，人類恐人類恐「「永遠與伊波拉並存永遠與伊波拉並存」。」。
納巴羅表示納巴羅表示，，伊波拉以每伊波拉以每33至至44周病例倍增的速度擴散周病例倍增的速度擴散，，目前所需醫療人手及資源是本月初目前所需醫療人手及資源是本月初

的的2020倍倍，，聯合國所需的聯合國所需的1010億美元億美元((約約7878億港元億港元))抗疫資金亦不足抗疫資金亦不足。。他呼籲全球他呼籲全球
動員赴西非支援動員赴西非支援，，否則無法在短時間內控制疫情否則無法在短時間內控制疫情，「，「將永遠與它共存將永遠與它共存」。」。

西揆探醫護遭扔手套西揆探醫護遭扔手套
西班牙首位在本土感染伊波拉的女護士拉莫斯情況仍然嚴重西班牙首位在本土感染伊波拉的女護士拉莫斯情況仍然嚴重，，幸已趨幸已趨
穩定穩定，，將開始服用實驗藥物將開始服用實驗藥物ZMappZMapp。。首相拉霍伊前日到她工作及首相拉霍伊前日到她工作及
隔離的醫院隔離的醫院，，探望及慰問醫護人員探望及慰問醫護人員，，但離開時被在醫院外示威的但離開時被在醫院外示威的
職員唾罵職員唾罵，，大叫大叫「「走走！！走走！」！」更有人向車隊扔手術手套宣洩不更有人向車隊扔手術手套宣洩不
滿滿。。衛生部門早前稱衛生部門早前稱，，拉莫斯是不小心才導致感染拉莫斯是不小心才導致感染，，工會指摘工會指摘
政府試圖推卸責任政府試圖推卸責任，，認為政府反應遲緩才是主因認為政府反應遲緩才是主因。。不少醫護擔不少醫護擔
心受感染而曠工或辭職心受感染而曠工或辭職，，令人手緊張令人手緊張，，前線人員面對更大壓前線人員面對更大壓
力力。。
美國及西班牙相繼出現病例美國及西班牙相繼出現病例，，美國加強紐約肯尼迪機場的美國加強紐約肯尼迪機場的

檢疫措施檢疫措施，，昨日起檢疫人員持體溫槍及入境問卷昨日起檢疫人員持體溫槍及入境問卷，，檢查來自伊檢查來自伊
波拉重災區西非的旅客波拉重災區西非的旅客。。紐約布魯克林區一名曾前往蘇丹的紐約布魯克林區一名曾前往蘇丹的1414
歲男童出現發燒等疑似伊波拉徵狀歲男童出現發燒等疑似伊波拉徵狀，，送院檢查後證實虛驚一送院檢查後證實虛驚一
場場。。 ■■路透社路透社//美聯社美聯社//法新社法新社//《《紐約每日新聞紐約每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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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奢侈品行業過去數年的收入和利潤暴升，然而近
期風光不再，隨着亞洲顧客消費意慾下降、匯率波動和
地緣政治不穩，奢侈品銷售額顯著下跌。香港「佔中」
行動更構成進一步打擊，有業界高層和分析員認為，香
港政局不穩可能成為威脅全球奢侈品行業的臨界點。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香港佔全球奢侈品銷售額約

10%至20%，近日的示威和衝突事件拖累相關消費開支
減少。報道指出，俄羅斯富豪是另一批主要奢侈品消費
者，但他們因被西方制裁而影響消費，高消費的中國人
亦不再豪花，種種因素令奢侈品行業大受影響。
在亞洲以外，不少人都擔心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衝突會

影響中東客人的消費習慣。Exane BNP Paribas分析員

索萊亞直言，奢侈品領域猶如「面對一個完美風暴迫
近」。
奢侈品集團的股價今年暴跌，許多受惠於過去3年中
國需求大增而成功上市的品牌，股價跌得更深。Prada
和Salvatore Ferragamo都是於2011年中上市，兩者本
年至今市值已累跌1/3；Coach更拖累MSCI世界指數
下跌約40%。

Prada上半年盈利大跌20%
Prada盈利今年上半年大跌20%，共同行政總裁貝爾

特利上月警告，目前情況並未顯示改善跡象，經濟不景
和地緣政治問題正打擊顧客購物意慾。

報
道 指
出 ， 儘
管新興市場
的奢侈品銷售額
繼續有雙位數升幅，
但東南亞和部分非洲國家
的消費開支增長，不足以取代中
國以往的消費動力。數據顯示，中國
的奢侈品開支增長已由2011年的30%，大幅降至
今年的2%。

■英國《金融時報》

全球奢侈品銷售挫全球奢侈品銷售挫 「「佔中佔中」」踩多腳踩多腳

美股大失血 全年至今倒蝕
經歷「瘋狂一周」環球股市難抽身

經濟諾獎明公布
「緊縮派」機會看淡

標普削法展望至「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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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地區近期貨幣走低、股市下跌，但全球投資者正買入亞洲債券，顯示隨着市場波
動加劇及投資者拋售高風險資產，債券作為當地最安全的投資工具，正受到青睞。
數據顯示，資金已連續8周流入亞洲新興市場債券，前周流入的資金規模為1.01億美
元(約7.8億港元)，推動該地區債券全面上漲。相比之下，澳新銀行和研究公司EPFR的
數據顯示，截至上周三的一周內，投資者從亞洲股市基金撤走17億美元(約132億港元)
資金，是3月中旬以來流出資金最多的一周。
投資者稱，雖然隨着美國經濟改善，資金流入美元，且亞洲經濟增長放緩，但不斷下

跌的油價支撐着亞洲經濟體，降低了能源進口成本，同時金屬和農業大宗商品的價格也
走低，緩解通脹壓力，有助提振債券需求。此外，隨着中國、日本和歐洲增長放緩，投
資者開始轉向亞洲其他地區，尋找比美國和歐洲更高的收益。

上月資金流入783億 較8月多逾兩倍
資金流入新興市場債市的速度正在加快。國際金融研究所(IIF)的數據顯示，估計全球

投資者上月購買了總額101億美元(約783億港元)的新興市場債券，高於8月份的32億美
元(約248億港元)。
CIBC World Markets外匯策略師貝內特指出，美元走強及投資者避險情緒升溫因
素，過去幾周推低亞洲貨幣。被視為最安全資產之一的主權債券則獲青睞，一些國家的
國債孳息率一度下跌26個基點。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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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50間最佳酒吧排名 (部分)
名次 酒吧 地區
1 Artesian 英國倫敦
2 The Dead Rabbit 美國紐約

Grocery & Grog
3 Nightjar 英國倫敦
4 Attaboy 美國紐約
5 Employees Only 美國紐約
9 High Five 日本東京

10 28 Hongkong Street 新加坡
42 Quinary 中國香港

國際酒業雜誌《Drinks International》
上周四公布本年度全球50間最佳酒
吧，英國倫敦的Artesian連續第3年成
為全球最佳酒吧，美國紐約The Dead
Rabbit Grocery & Grog屈居第2位，第
3位是同樣來自倫敦的Nightjar。日本東
京的High Five蟬聯亞洲最佳酒吧，全
球排名第9；本港的Quinary則排第42
位。
334名來自46個國家的業界專家，以

不記名方式選出最佳酒吧。倫敦共有8間
酒吧上榜，是各國之冠，紐約有7間上
榜，兩地各有3間酒吧打入10大。排名
升幅最大是紐約Attaboy，連升38位至第
4位。首次入榜酒吧中，以美國西雅圖的

Canon成績最好，
排第6位。
Artesian 位 於倫

敦名店林立的攝政
街，首席調酒師克
拉捷納構思出用外賣
咖啡杯盛載雞尾酒，
並以可能是全球最冰
凍的馬丁尼酒作招
徠。High Five則位於
東京銀座，由上野秀

嗣於2008年開設，他是全球其中一名最
具影響力的日本調酒師。

Quinary賣點：分子調酒
Quinary酒吧由達韋斯和香港著名分

子調酒師安東尼奧．黎(Antonio Lai，譯
音)開設，位於中環荷李活道56至 58
號，其裝潢時尚型格，以「分子調酒」
作為最大賣點，強調顧客以五官感受不
同的雞尾酒，可獲得豐富的層次感，酒
吧的招牌雞尾酒為 Earl Grey Caviar
Martini。

■Londonist網站/
World's 50 Best Bars網站

Artesian

道道指於過去一周分別有指於過去一周分別有33天升跌逾天升跌逾11%%，，全周累計跌全周累計跌
465465點點，，跌幅為跌幅為22..7474%%，，是是88月以來最差單周表現月以來最差單周表現；；

納指前日收報納指前日收報44,,276276點點，，跌跌102102點點，，全周累跌全周累跌44..55%%；；標準標準
普爾普爾500500指數前日收報指數前日收報11,,906906點點，，跌跌2222點點。。納指和標指單納指和標指單
周跌幅是兩年來最大周跌幅是兩年來最大，，但估計標指在但估計標指在11,,900900點有支持點有支持。。
除了代表藍籌股的道指除了代表藍籌股的道指，，反映細價股走勢的羅素反映細價股走勢的羅素20002000

指數亦跌指數亦跌11..44%%，，較今年較今年33月的高位回落月的高位回落1313%%，，至一年新至一年新
低低。。油價方面油價方面，，美國紐約期油一周跌美國紐約期油一周跌44..3737%%，，至每桶至每桶
8585..8282美元美元，，是今年是今年11月以來最大單周跌幅月以來最大單周跌幅。。

歐衰退恐慌累歐衰退恐慌累「「市市」」
跌市由多種因素造成跌市由多種因素造成，，首先是歐洲經濟數據疲弱首先是歐洲經濟數據疲弱，，恐陷恐陷
衰退衰退；；石油等商品價格下挫石油等商品價格下挫，，亦令市場擔心中國經濟放亦令市場擔心中國經濟放
緩緩。。美市場憂慮則來自兩方面美市場憂慮則來自兩方面，，一是美企將陸續公布第三一是美企將陸續公布第三
季業績季業績，，投資者擔心外圍疲弱及美元強勢打擊銷售投資者擔心外圍疲弱及美元強勢打擊銷售，，影響影響
未來數季業績未來數季業績；；二是現時股價估值偏高二是現時股價估值偏高，，
市場認為低息市場認為低息、、通脹再配合強勁盈利通脹再配合強勁盈利
和穩定經濟增長和穩定經濟增長，，是保持整體是保持整體
股價向上的必要因素股價向上的必要因素，，
但觀乎現今市場但觀乎現今市場，，
後半部分似乎後半部分似乎
不 如 理不 如 理
想想。。

標普資本標普資本IQIQ首席投資策略師斯托瓦爾表示首席投資策略師斯托瓦爾表示，，此前投資此前投資
者認為美國經濟復甦相對較佳者認為美國經濟復甦相對較佳，，因此投資美股作為穩陣之因此投資美股作為穩陣之
選選，，然而投資者開始明白然而投資者開始明白，，沒有市場不受外圍影響沒有市場不受外圍影響，， 若若
歐洲衰退也將拖累美股歐洲衰退也將拖累美股。。

基金經理基金經理：：波動未完波動未完
大部分基金經理雖認為股市波動未完大部分基金經理雖認為股市波動未完，，但只有少數預計但只有少數預計

出現熊市出現熊市。。基石財富管理首席投資主管艾倫分析指基石財富管理首席投資主管艾倫分析指，，跌市跌市
主要源於市場憂慮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主要源於市場憂慮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另有分析認為另有分析認為，，今今
次是預計之內的調整次是預計之內的調整，，但不是每次調整都會出但不是每次調整都會出
現熊市現熊市。。 ■■《《華爾街日報華爾街日報》》//

《《今日美國報今日美國報》》//法新社法新社//路透社路透社

全球股市過去一周大失血，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勢持續，前日再挫115點，收報

16,544點，低過年初開市的16,576點，意味今年升幅全部蒸發。反映科技股走勢的納斯達克綜

合指數整個星期跌4.45%，是30個月以來最大單周跌幅。《華爾街日報》形容為「瘋狂一周」

(wild week)，分析指，今輪拋售潮反映在全球增長乏力的陰影下，各地股市難以獨善其身。

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前
日公布，維持法國的AA主
權信貸評級，但因憂慮該國
預算赤字惡化，將展望由
「穩定」降至「負面」。
標普預計法國今年至2017

年之間，預算赤字佔國內生
產 總 值 (GDP) 比 重 將 達

4.1% ， 高於 4 月估計的
3.1%，同期名義GDP平均
增長2%，低於之前估計的
2.5%。標普在聲明中表示：
「按法國受限制的名義和實
質經濟成長前景來看，我們
認為法國政府預算情況正在
惡化。」 ■美聯社

諾貝爾經濟學獎結果向來
難以預測，但按照過往20年
的結果分析，得主通常是55
歲以上、反對大政府及加大
開支的美國男性。不過今年
情況有變，由於歐洲經濟持
續不振，主流民意對緊縮政
策怨聲載道，加上今年的評
審委員無一公開支持緊縮，
因此預計今年經濟諾獎可能
落入支持提振需求的學者手
上。

諾貝爾經濟學獎將於香港
時間明晚7時揭曉。過去20
年，大部分得主主要研究特
定議題的數學模式，他們均
沒對經濟政策發表意見。然
而，當中若有人評論當前經
濟時，大部分支持「經濟穩
定」及實行「預算紀律」，
他們普遍屬於「新古典派」
經濟學家，反對擴大開支，
因此被反對者標籤為「緊縮
派」。 ■法新社

■■美股全年至今升不抵跌美股全年至今升不抵跌，，
投資者恐倒蝕投資者恐倒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示威的醫護對拉示威的醫護對拉
霍伊的車隊扔手套霍伊的車隊扔手套
((紅圈紅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Quinary
■ Artesian
其中一款雞
尾酒。

網上圖片

港港QuinaryQuinary列列4242
倫敦倫敦ArtesianArtesian蟬聯全球最佳酒吧蟬聯全球最佳酒吧

■■拉霍伊在醫院門外拉霍伊在醫院門外
發表講話發表講話。。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