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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油國會議 倡全球每日減產百萬桶

沙特帶頭減產撐起油價
沙特阿拉伯及俄羅斯等主要產油國前日在阿聯酋阿布扎比舉行會議，
沙特阿拉伯及俄羅斯等主要產油國前日在阿聯酋阿布扎比舉行會議
，討
論如何應對近期國際油價急跌。
論如何應對近期國際油價急跌
。 各國在會後的聯合聲明指出
各國在會後的聯合聲明指出，
， 假如石油產
量維持現有水平，
量維持現有水平
， 明年原油將供過於求
明年原油將供過於求，
， 認為需制訂新的產量調整方案
認為需制訂新的產量調整方案。
。
全球最大產油國沙特的能源大臣法利赫更稱，
全球最大產油國沙特的能源大臣法利赫更稱
，全球應合共每日減產 100 萬桶
石油，
石油
，沙特將帶頭於下月起每日減產 50 萬桶
萬桶。
。消息刺激油價跌勢喘定
消息刺激油價跌勢喘定，
，紐
約期油價格昨日一度反彈 1.8%，報每桶 61
61..28 美元
美元。
。

東道主阿聯酋能源部長馬茲魯艾在會後稱，
產油國計劃採取行動以穩定油價，可能進
行減產或其他措施，未來將不會增加石油產量。

下月5日會議後決定
馬茲魯艾指出，各國在今次會議上未有達成
任何新協議，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國和
非 OPEC 國家，將於下月 5 日在奧地利維也納
舉行會議，評估全球能源市場情況後，再作出
決定。

產油國未準備好減產
非 OPEC 成員國的全球第二大產油國俄羅斯
則稱，對減產持開放態度，將履行產油國之間
達成的減產協議。
法利赫在會議上發表演說，表示對近期油價
急挫感到驚訝，市場情緒已由擔心原油短缺，
轉變為憂慮供應過量，油價急跌主要基於全球

經濟不確定性，以及原油庫存量有上升趨勢。
前美國能源部官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博爾多夫表示，會議結果反映產油國憂慮未來
原油供應持續增加，需求則繼續下跌，加劇油
價跌勢。不過他估計，美國恢復制裁伊朗石油
出口，對市場的影響仍未確定下，相信產油
國仍未準備好實行減產。
市場早前憂慮隨着美國恢復對伊朗石油
制裁，影響國際原油供應，刺激油價急
升，不過在美國、沙特和俄羅斯持續
增產下，油價掉頭回落，加上美國
給予 8 個國家和地區豁免，可暫時
進口伊朗石油，消息進一步推低
油價，紐約期油上周五跌穿每
桶 60 美元水平，跌至 9 個月
美股經歷 10 月份大幅調整後
月份大幅調整後，
，近期顯著反
新 低 ， 較 10 月 初 累 跌
彈，標準普爾
標準普爾500
500指數自上月
指數自上月29
29日至上周五累
日至上周五累
20%，進入熊市。
升逾
6
%
，
不過石油、
不過石油
、
汽油和貴金屬等商品價格卻表
■路透社/法新社

商品價格疲軟
恐拖累股市

俄暗批沙特
「朝令夕改」
沙特阿拉伯等主要產油國前日在會議上，宣佈將擬訂策略，平
衡石油市場供求，預計將推出減產措施。不屬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的俄羅斯能源部長諾瓦克警告，OPEC 及非 OPEC 國家
均需避免草率改變現行政策，以免石油市場大幅波動。
諾瓦克接受美國CNBC訪問時表示，石油市場現時具有眾多不
確定性，相信會持續一段時間，強調產油國需避免草率作出決
定，「我們需審慎觀察情況發展，不應每月政策都出現 180 度改
變」。

俄國沙特5月達增產協議
沙特與俄羅斯於 5 月達成增產協議，以確保在美國對伊朗石油
出口恢復制裁後，全球石油市場供應穩定。俄羅斯隨即積極開發
油田，每日產量增加 45 萬桶，增至後蘇聯時代新高的每日 1,150
萬桶。然而，由於沙特、美國和俄羅斯同時增產，令油價受壓，
沙特憂慮繼續增產會加劇油價跌勢，正游說俄國減產，以維持市
場平衡。但俄方兩名消息人士上周表示，除非俄羅斯與沙特達成
減產協議，否則俄羅斯於明年初，每日產油量進一步增加 20 萬
桶至30萬桶。
■綜合報道

■俄國與沙特 5 月才達成增產協議
月才達成增產協議，
，圖為俄國
總統普京((右)及沙特國王薩勒曼
總統普京
及沙特國王薩勒曼。
。
資料圖片

現疲軟，
現疲軟
，部分更由 9 月份的 52 周高位回落逾 20
20%
%，跌
入熊市，市場憂慮這反映全球經濟增長放緩
入熊市，
市場憂慮這反映全球經濟增長放緩，
，恐拖累股市
表現。
表現
。
數據公司 FactSet 資料顯示
資料顯示，
，在紐約期油
在紐約期油、
、汽油
汽油、
、銅及
鉑等商品中，
鉑等商品中
，以汽油價格走勢最差
以汽油價格走勢最差，
，較一年高位回落 30 個
百分點；
百分點
；期油亦回落 22 個百分點
個百分點。
。由於石油
由於石油、
、貴金屬等商
品常用於建築及能源業，
品常用於建築及能源業
，商品價格被視為全球經濟增長的
指標。
指標
。顧問公司 Sri-Kumar Global Strategies 總裁斯里—
庫馬爾憂慮，
庫馬爾憂慮
，商品價格下跌
商品價格下跌，
，向市場釋出經濟增長放緩的
負面訊號，
負面訊號
，股市亦難維持升勢
股市亦難維持升勢。
。
商品價格下跌對主要為商品出口國的新興市場衝擊更
大，追蹤新興市場股市的 iShare MSCI 新興市場指數基金
今年累跌 14
14%
%。美國 Advisors 資產管理公司首席投資
策略師勞埃德則認為，
策略師勞埃德則認為
，環球經濟循環已步入尾聲
環球經濟循環已步入尾聲，
，
即將迎來復甦，
即將迎來復甦
，估計現時是投資商品市場的適
當時機。
當時機
。
■綜合報道

傳沙特研刺殺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
美國《紐約時報》引述知情人士
稱，與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關
係密切的沙特情報部門前副主管阿
西里，去年曾與一批商人討論，聘
用殺手刺殺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蘇
萊曼尼，並試圖破壞伊朗經濟。阿
西里在沙特記者卡舒吉遇害案後遭
革職，雖然沙特否認穆罕默德涉
案，但今次報道顯示，穆罕默德親
信早有密謀殺害沙特
「眼中釘」
的前

軟銀分拆流動通訊業上市
阿里巴巴後最大IPO
日本通訊業巨頭軟銀昨日宣
佈，已獲日本證券交易所批
准，分拆旗下流動通訊業務上
市，將於下月 19 日進行首次公
開招股(IPO)，集資 2.4 萬億日圓
(約 1,651 億港元)，預料將成為
日本史上最大宗IPO。軟銀發表
聲 明 稱 ， 今 次 計 劃 發 售 16 億
股，初步定價 1,500 日圓，令公
司估值達 7.18 萬億日圓(約 4,938
億港元)，若投資者反應理想不
排除加碼。以集資額計，今次
將是 2014 年阿里巴巴上市以來

最大宗科企IPO，也是日本歷來
最大IPO。
軟銀流動通訊業務上市後，
軟銀仍將持有 66.5%股權，而在
公開發行的股份中，89%瞄準日
本當地散戶，其餘 11%則售給
海外投資者，並已選定德意志
銀行、美國高盛及摩根大通，
以及日本瑞穗和野村作為全球
協調人。
分析師相信，軟銀創辦人兼
社長孫正義打算將軟銀，由以
通訊業為核心的企業，轉型為

■ 沙特將帶頭於下
月起每日減產 50 萬
桶石油。
桶石油
。 資料圖片

全球投資集團，但有投資者憂
慮，軟銀現時債台高築，一旦
將流動通訊業務這顆「金蛋」
分拆，將影響軟銀償債能力。
截至9月底，軟銀整體債務達18
萬億日圓(約 1.24 萬億港元)，現
金及相關流動資產則有 3.2 萬億
日圓(約2,201億港元)。
銀行業人士早前估計，軟銀曾
有意超越阿里巴巴上市集資額，
但電訊業主要對手 NTT DoCoMo 日前突然宣佈大幅減價，或
打亂軟銀的部署。 ■綜合報道

科，恐令穆罕默德更難洗脫嫌疑。

試圖破壞伊朗經濟
參與該次討論的商界人士，包
括美籍黎巴嫩裔商人納德和以色
列情報公司 Psy-Group 創辦人扎
邁勒，他們曾向美國總統特朗普
政府提出，向伊朗發動經濟戰的
計劃，例如將伊朗革命衛隊秘密
資產曝光、開設虛假社交賬戶、

在伊朗製造動亂，以及資助伊朗
反對派，估計花費 20 億美元(約
157 億港元)。通俄案特別檢察官
米勒曾將兩人列為證人，問及有
關伊朗經濟戰的計劃，目前未知
兩人為何捲入通俄調查。
納德與扎邁勒曾會晤阿西里，
推銷有關破壞伊朗經濟的計劃，
雖然阿西里對計劃感興趣，但希
望首先得到華府同意，故未有即

時採納。阿西里同時問納德，能
否代為安排刺殺伊朗官員。納德
在徵詢律師意見後拒絕請求，但
向對方介紹由英國前特種部隊成
員營運的僱傭殺手組織。
《紐時》指出，在穆罕默德掌
權後，沙特開始策劃暗殺等秘密
行動，以及向也門展開軍事行
動，與過往避免引起局勢不穩的
外交政策明顯有別。 ■綜合報道

加州山火 31 死 228 失蹤 85 年最慘重
美國加州的山火仍未受控，截至昨日已增至 31 人死亡，
最少 228 人失蹤，是當地自 1933 年以來造成最多人傷亡的
山火。加州森林及消防部門前日指出，火場面積達 449 平
方公里，只有約 25%火場的火勢受控，預計未來 3 日天氣
持續炎熱乾旱，令火勢繼續蔓延，呼籲居民撤離。加州州
■謝拉畢拿上載寓所及座駕
被燒毀的相片。
被燒毀的相片
。 網上圖片

長布朗敦促總統特朗普將今次山火列為重大災難，要求聯
邦政府協助救災。

謝拉畢拿家園盡毀
山火於加州北部帕拉代斯摧毀超過 6,700 間房屋，約 25
萬居民需要疏散。超過 4,000 個消防員奮力救災，3 名消防
員受傷，但大部分火場仍未受控，多個地區的電話網絡中
斷。居民趁前日風勢稍為緩和，返回家園視察，69 歲的凱
利位於豪宅區馬利布北部的流動房屋僥倖逃過一劫，但眼
見不少鄰居家園被毀，不禁難過落淚。
山火起因至今未明，當地電力公司向加州公共事業委員
會提交報告，指上周四接獲山火報告前兩分鐘，起火地點
附近一個電力裝置出現短路。消防部門人員洛倫岑指出，
可能是強風引致裝置短路，產生火花。
不少受山火影響的荷里活名人，繼續於社交媒體上發佈
最新消息，《戰狼 300》男星謝拉畢拿上載相片，顯示其
位於馬利布的寓所被燒毀，座駕燒剩支架。《生死時速》女
星珊迪娜布洛及家人，則向當地慈善機構捐出10萬美元(約
78.3萬港元)，救助受山火影響的動物。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