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中国 2016 年全年实现 GDP 同比增长 6.7%，虽创 26 年新

低，仍一如预期完成年初设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四季度 6.8%

的增幅明显较前三季度持平的走势回升，“三去一补一降”

的供给侧改革初见成效，均昭示 2016 年平稳收官。 

从需求端的投资消费来看，虽保持平稳，但均较上年回落，

外贸亦乏力，显示中国 2017 年在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型改

革的同时，亦不能对需求端松力，今年稳增长压力丝毫不轻。 

一个月前美元和股市还在一路高歌猛进，因投资者憧憬特朗

普政府携手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将带领美国进入降低税负、

增加政府开支、放松监管的时代。 

然而围绕新政府将如何实施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外界的疑

问纷至沓来，而特朗普本人释放的信号又比较含混，所以投

资者不知道他周五宣誓就任后，是否真的能带来重大变革。 

欧洲央行周四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不变，告诫区内最大经济

体德国等，呼吁收紧政策的批评方保持耐心，因欧元区经济

正在缓慢复苏。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称，会忽略油价上涨带动的通胀迹象，

但承认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增长指标意外强劲。不过他指

出，经济前景仍充满风险，要求欧洲央行继续执行史无前例

的刺激举措。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在达沃斯发表讲话，且政府

也拿出放宽外资限制的新计划，但要让外国企业相信中国

对经济自由化的诚意，还有一段路要走。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有力地维护了经济全球化，并描

绘出一幅中国经济“全面开放”的图景。然而外国企业却

是另外一种眼光。中国美国商会周三公布的一项年度调查

显示，逾 80%的会员企业认为自己在中国不如以前受欢迎，

多数企业对中国开放市场的承诺没什么信心。 

中国当局支撑人民币汇率并抑制过热房地产市场的努力，

正在激励更多中国企业不惜承担额外成本和风险，在香港

以及其他海外中心发行外币计价债券，这其中也包括许多

国营企业。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将于周五就职，亚洲

投资人谨慎押注，他不会兑现在未来 10 年投资 1 万亿美

元新基础设施的承诺。相反，他们预测将出现一种“不温

不火”的状况：美国财政支出高得刚好可以拉动经济增长，

但又不会从新兴市场吸走太多资金。 

本周路透全球财经新闻荟萃，将对上文提及内容及更多金

融热点为您奉上详细报导与深度分析。依托路透全球新闻

平台，专业视角甄选一周精彩.浏览更多路透中文新闻，欢

迎登陆网站 http://cn.reu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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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经济平稳收官，2017年稳增长压力犹存 

路透北京 1 月 20 日 - 中国 2016 年全年实现 GDP 同比增长 6.7%，虽创

26 年新低，仍一如预期完成年初设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四季度 6.8%的增

幅明显较前三季度持平的走势回升，“三去一补一降”的供给侧改革初见

成效，均昭示 2016 年平稳收官。 

从需求端的投资消费来看，虽保持平稳，但均较上年回落，外贸亦乏力，

显示中国 2017 年在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型改革的同时，亦不能对需求端

松力，今年稳增长压力丝毫不轻。 

“从数据看全年 GDP 增幅 6.7%，应该是较好完成 2016 年全年经济任务，

但从投资，消费，外贸来看，均是下降态势，显示经济企稳的基础并不牢

固。2016 年居民收入增幅扣除价格因素也低于 GDP 增幅，后续依赖消费

拉动经济的动力也显不足。”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

称。 

他认为，总的来看，虽然 2016 年大数完成不错，三去一补一降的任务中，

去产能去库存也超额完成年初任务，但去杠杆和降成本效果并不明显，补

短板仍需继续加力。今年在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仍需稳定

需求端，2017 年中国稳增长压力犹存。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五公布，2016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6.7%，其中，四季度 GDP 同比增 6.8%，略高于路透调查对四季度的预估

中值 6.7%。 

另外，2016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 10.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2%。 

12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12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1%，均低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 6.1%和 8.3%。 12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 10.9%，路透调查中值为 10.7%。 

2016 年完美收官，2017 年压力不减 

尽管 2016 年黒天鹅事件频发，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地缘冲突不断，中国

国内经济仍处于三期迭加的下行周期内，各种不确定因素均使得外界看空

中国经济声音不断。 

“经济稳中缓升态势明了，数据对看空中国经济前景的人是一记有力回

击。”上海证券首席分析师胡月晓称。 

他认为，经济平稳加上价格适度回升，今年企业效益将有力改善，资本市

场向上趋势不变，当前低迷只是受季节性资金紧张冲击影响的结果。经济

政策上稳字当先；货币政策上，紧数量低利率的组合不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也认为，2016 年四季度 GDP 增幅

6.8%，略好于前三季度，与先行指标向好的反映一致，表明中国经济的企

稳向好，同时企业效益有所好转，出口降幅收窄，都为四季度 GDP 的略

微回升提供支撑，预计今年一季度仍会延续这一态势。 

中国 2016 年前三季度的 GDP 增幅均为 6.7%。四季度为 6.8%。 

 相较上述相对乐观的预期，亦不乏对 2017 年看法谨慎的分析师。 

海通证券宏观团队姜超、顾潇啸等认为，16 年经济平稳收官，但增长稳定

的代价是房价大涨、杠杆骤升、汇率承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抑制

地产泡沫、防范金融风险和推进改革将是 17 年首要目标。 

德国商业银行经济学家周浩也认为，2016 年经济结构变化不明显，投资下

滑比较快，消费并未明显上升，如果从数据上看经济结构有一点改善更多

是投资下滑造成的，而不是消费明显上升带来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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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犁也分析指出，从需求端看 2017 年仍然比较困难，一方面国际环境偏

差，贸易保护主义有升温迹象，中国外贸出口的比较优势在下降，投资消

费虽然相对平稳，但基础建设投资正面临缺乏资金来源的困境，且 2016

年收入增幅不及 GDP 增幅，预示着后续消费后劲不足。 

“中国正处在结构转型中，旧动能在减退，新的核心竞争力还在成长，这

个阶段注定 2017 年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经济回稳的基本并不牢靠，

稳增长仍须加力。”牛犁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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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特朗普时代来临前收敛兴奋心情，回归现实 

编译 孙国玉/汪红英/王兴亚 

路透纽约1月19日 - 一个月前美元和股市还在一路高歌猛进，因投资者憧憬

特朗普政府携手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将带领美国进入降低税负、增加政府

开支、放松监管的时代。 

然而围绕新政府将如何实施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外界的疑问纷至沓来，

而特朗普本人释放的信号又比较含混，所以投资者不知道他周五宣誓就任

后，是否真的能带来重大变革。 

去年11月8日美国大选日之后的数周，美国几大股指涨势如虹。标准普尔

500指数累计上涨约6%，并创下一连串纪录高点。 

较长期美国公债收益率(殖利率)则升至逾两年来最高水平，因投资者担心

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导致联邦借款增加和通胀上升。美元兑一篮子主要货币

触及14年高点，因投资者押注特朗普将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促使利

率上升。传统避险资产黄金则跌至十年来最低水准。 

如今，投资者正在回到现实，市场估值也随之调整。 

“就职典礼即将开始，究竟有多少政策主张能够真的付诸实施？”BMO 

Private Bank的投资长Jack Ablin说。他估计标准普尔500指数被高估了约

20%。 

股票和美元的估值现在似乎偏高，一些投资者削减了多头押注，转而增持

债券和黄金。他们重新评估特朗普承诺的政策有多少能够得到落实。 

“我们分析了特朗普政策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基于这些

政策可能带来的经济基本面变化，调整了我们的投资组合，”美国

Western Asset Management的投资组合经理Amit Chopra说。该公司管理

的资产规模为4,445亿美元。 

Chopra表示，他的公司认为美国公债在经历之前的大跌后显现出投资价值。

这轮下跌导致全球债市市值缩减近2万亿(兆)美元。“我们客户的头寸现在

相当中性，”他说。 

 涨势或许只是暂停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本轮牛市已终结。 

此前建立“特朗普通胀(Trumpflation)”交易头寸的投资者，仍在坚守这些

押注，坚信即便特朗普只是略微调整财政政策，就能让他们受益。“特朗

普通胀”交易，是指将因经济成长与通胀加速而受益的市场押注。 

“这种通货再膨胀交易只是暂停，而不是发生了重大逆转，”QMA的投资

组合经理Ed Campbell表示。QMA是一家多类型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

产规模为1,160亿美元。该公司为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全资拥有。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数据显示，上周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投

机客的美国公债和利率期货净空仓创下纪录高点，表明他们相信通胀将会

上升，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将进一步升息以防经济过热。 

公债净空仓规模如此庞大，暗示“美国债券收益率不断上升仍是对冲基金

的主要信条之一，”法国兴业银行的分析师在本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期待政策细节 

不过，一些分析师表示，道琼工业指数难以突破20,000点大关，而且美元

回调，反映出投资者对特朗普承诺的税收改革、基建支出和放松监管缺乏

具体细节感到沮丧。 

“市场已经消化了许多好消息。现在人们越来越担心特朗普并不能推行其

全部政策主张，”波士顿Pioneer Investments外汇策略主管Paresh 

Upadhyaya表示。 

特朗普并没有把他的经济主张打造成立法议程，反而在一些漫无目标的话

题上夸夸其谈，并且有时与其政策目标自相矛盾，令投资者感到困惑。 

最近的例子就是，特朗普上周末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称强势美元“正在

扼杀我们”。该言论打压美元指数周二跌至六周低点，在长周末假期过后

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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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尝试改变一切，有些事情一定会改变，人们对这种说法的信心有

点减弱了，”新泽西资本管理公司LibertyView Capital Management的总

裁Rick Meckler称。 

在新政府的政策明朗之前，投资者正减少一些押注，认为市况将出现一些

波折。 

“我认为波动性将上升。在他能够实际上采取行动前，这是暂时的平静，”

Meckler说。 

  美国大选以来的资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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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保持超宽松政策不变，告诫批评方保持耐心 

编译 刘静 

路透法兰克福 1 月 19 日 - 欧洲央行周四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不变，告诫区

内最大经济体德国等，呼吁收紧政策的批评方保持耐心，因欧元区经济正

在缓慢复苏。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称，会忽略油价上涨带动的通胀迹象，但承认近期公

布的一系列经济增长指标意外强劲。不过他指出，经济前景仍充满风险，

要求欧洲央行继续执行史无前例的刺激举措。 

欧洲央行已经买入了价值 1.5 万亿欧元的资产，将利率下调至负区间，并

不断测试持鹰派立场的德国的耐性。今年双方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趋紧张，

因德国正在为秋季大选做准备。 

“欧元区经济全面复苏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包括德国，”德拉吉称，“我

们必须保持耐心。随着复苏得到巩固，实际利率将会上升。” 

德国的批评人士认为，德国老百姓紧缩开支存下的钱得到的却是负回报，

而那些债务累累的低效政府，却在几乎没有成本的情况下借债，这不禁让

人担忧，德国选民会把怨气撒到现任政府身上，转而支持民粹主义政党。 

法国、荷兰今年也将举行选举，意大利也可能提前大选，在这些国家的新

政府就任之前，欧洲央行的当务之急是保持政策稳定，避免激起更多的政

治涟漪。 

“短期内，欧洲央行将保持自动驾驶模式，”ING 经济学家 Carsten 

Brzeski 称，“在夏季来临前，哪怕是暗示 2018 年将会逐渐撤走量化宽松

举措都是不可能的，一切调整都将等到荷兰和法国大选结束，美国新经济

政策初见成效后。” 

欧洲央行上月同意从 4 月起将资产购买规模削减四分之一，但将 2.3 万亿

欧元的量化宽松计划延长至年底。许多决策者希望，这一综合性举措足以

在今年大部分时间支撑经济，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 

油价上涨 

德拉吉的下一个任务是挺过即将出现的通胀上升期。能源成本攀升，推动

通胀率接近欧洲央行设定的略低于 2%的目标，这是在多年抗击通缩后，

形势出现的一大逆转。 

德拉吉相信，通胀急升仅是暂时的，他将近期出现的经济快速增长并伴随

通胀的幻想称作是令人欣慰的问题。在看见上述调整可能长期持续的迹象

之前，对于那些要求采取政策行动的呼声，他未予理会。 

“基础通胀尚未出现令人信服的上行趋势，”德拉吉称，“基础通胀指标

预计将在中期内，以更加循序渐进的步伐上升。” 

受德拉吉鸽派基调讲话影响，欧元跌至略低于 1.06 美元的日低，因预计欧

洲央行将在未来数月维持政策不变，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FED/

美联储)将会升息，从而导致全球最大的两家央行的利率差扩大。 

“欧洲央行可能需要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讨论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计划，即

使只是为了给那些在改革方面拖泥带水的政府施加一些市场压力，”汇丰

称，“但目前，德拉吉似乎决心保持既定的货币政策路线不变。” 

问题是欧元区的复苏仍严重依赖欧洲央行的刺激措施，各国政府要么缺少

工具，要么缺乏决心来改革效率低下且债台高筑的经济。 

尽管如此，上月欧元区通胀触及三年高位，制造业活动正在加速，信心指

标不断增强，所有迹象表明，去年末经济稳步增长。 

的确，尽管能源价格上涨，但 12 月欧元区制造业活动增速为逾五年来最快，

订单受出口需求推动急增，消费支出持稳，所有这些都凸显出，欧元区经

济具备了自债务危机前以来从未有过的韧性。 

但经济基本面状况仍是喜忧参半。 

通胀仍仅为欧洲央行略低于 2%目标的一半，油价上涨可能打击消费者需

求，给经济成长带来长期潜在的拖累。 

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的市场大涨行情，仍需得到具体政策行动的支持，

美国威胁可能出台更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之英国可能硬脱欧，这一切

都可能导致市场人气急转直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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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稳，贸易保护主义堪忧--路透调查 

编译 李爽/汪红英 

路透 1 月 18 日 - 据路透对分析师调查显示，

全球经济前景仍不稳，尽管最近展现一些抗压

力，绝大多数分析师都表示，若贸易保护主义

政策增加，将损及经济增长。 

今年欧元区一些主要国家将举行大选，分析师

认为，欧元区政治层面的变化是可能影响全球

经济复苏的第二个不利因素。 

英国去年公投退欧及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凸

显了全球民族主义情绪升温，这种迹象加剧了

不确定性。 

三个月前，分析师基本都说国际贸易改善是全

球经济好转的关键。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预期

增加，已经打击这种信心。 

路透过去一个月对主要经济体、股市、债券收

益率和汇率的多数调查中都体现了这种趋势。 

“显然，全球面临的地缘政治、政治和经济风

险有很多而且是多方面的，在我们看来，这些

风险似乎非常明显，而又不能孤立看待，”

CA-CIB 首席分析师 Mike Carey 称。 

路透对亚洲、欧洲和美洲逾 500 位分析师的调

查显示，与前几个月相比，经济增长预估下调，

或者充其量也就是持平，对多数国家通胀前景

的看法也趋疲。 

尽管最新调查预计今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只有 10%，但这次主要差异在于，对全球经

济增长的预估区间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均下降。 

对于特朗普将实施大胆的刺激和再通胀举措的

预期已经推升美债收益率、美元及美股，但有

关其贸易立场的担忧也开始损及投资者信心，

避险日圆回升至逾五周高位。 

“在特朗普政策的扶助下，美国薪资可能开始

加速上涨。这是一个不错的看法，但我们需要

看到更多依据，”荷兰合作银行的金融市场研

究全球负责人 Jan Lambregts 写道。 

“特朗普财政计划的规模和重点都还不明朗，

因而其影响也不得而知。关于特朗普的政策，

市场目前的看法太乐观。” 

随着美国与中国爆发贸易战的风险加大，特朗

普对贸易的立场给美国经济前景蒙阴。 

强势美元使美国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上升，同时

还会抑制进口价格涨幅，因而也会拖累美国经

济。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近来有关欧元区经济增长

更加强劲的乐观看法已降温，这种乐观情绪要

想得以维持，前提是几个欧元区国家的大选不

要太出人意料。 

虽然欧元区 12 月通胀率创下三年半高点，但

价格上涨前景依然黯淡。受访的 60 多位分析

师中无一人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今年或明

年触及 2%。 

由于英镑在英国公投退欧后下跌，英国的通胀

率料将大幅上升。但鉴于英国央行维持超宽松

的政策立场，该国经济至少在今年能避免衰退。  

新兴经济体复苏 

自特朗普胜选以来，对保护主义政策的预期已

促使投资者撤出新兴市场。 

但最新的调查显示，巴西将在今年走出有史以

来最严重的衰退，尽管增速非常缓慢，且仍有

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 

虽然受访者预计全球贸易将低迷，且特朗普将

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但随着中国政府继

续提供政策支持，中国今年经济料将增长

6.5%。 

印度经济可能在 2016 年最后三个月失去动能，

总理莫迪之前废除大面额纸币的做法打击了需

求和商业。(完) 

  



  

2017-01-20                                                                                                                                                                                                  一周全球财经新闻荟萃  
 

9 

中国承诺进一步开放经济，但外国企业表示怀疑 

编译 郑茵/王颖/陈宗琦/李爽 

路透北京/上海 1 月 18 日 -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在达沃斯发表讲

话，且政府也拿出放宽外资限制的新计划，但要让外国企业相信中国对经

济自由化的诚意，还有一段路要走。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有力地维护了经济全球化，并描绘出一幅中国经

济“全面开放”的图景。然而外国企业却是另外一种眼光。 

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周三公布的一项

年度调查显示，逾 80%的会员企业认为自己在中国不如以前受欢迎，多数

企业对中国开放市场的承诺没什么信心。 

“我认为，习主席谈到这些事情自然是好事，”商会主席 William Zarit 说。

“但愿市场会有一些市场开放行动。但我认为目前还未看到。” 

中国国务院周二公布的扩大对外开放措施，印证了外资企业受到的限制范

围。 

中国政府网刊登的通知称，中国将放宽一系列金融服务业外资准入限制，

推进电信、互联网、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有序开放。 

国务院还表示，将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以及发行企

业债券、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等各种债券融资工具。 

中国发改委周三也在其官网上表示，地方政府可制定出台吸引外资的优惠

政策，重点是制造业项目。 

它还承认，部分外资企业在撤离中国。 

“如果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真的要扩大对外开放，他们有很多事要做，”

中国美国商会的政策委员会主席 Lester Ross 表示。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 Joerg Wuttke 对开放承诺表示欢迎，但也指出“开放说

了很多年”，目前企业希望看到接下来有什么具体行动。 

“对欧盟商会来说，中国与欧盟正在进行的投资协议谈判如果能达成协议，

将是这项承诺的真正体现，”他表示。 

缺乏细节与时间表 

国务院的上述通知并未给出细节与时间表，分析师怀疑近期在开放外资进

入股市方面有任何值得庆祝的重大利好。 

“鉴于股市现在面临的压力，外资企业不太可能以相当大的规模在 A 股上

市，”美银美林中国股市策略主管崔巍表示。 

此外，这项计划也可能与更紧迫的政策任务发生冲突--北京当局正力图阻

止资金外流。去年资本外流等因素已导致人民币贬值近 7%。 

“如果允许外资企业把 IPO 募集资金汇至海外，可能也会影响汇率，”崔

巍补充称。 

散户朱海峰(音译)表示，对于他来说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化。他已经可以通

过沪港通购买外国股票，而且他认为外资争相来中国上市的可能性不大。 

“我认为，只有当中国经济全面复苏，而且人民币停止贬值，外企才会考

虑在中国上市，大约需要两到三年。” 

能源产业方面，Wood Mackenzie 上游油气业务研究主管 Angus Rodger

表示，尽管中国可能希望更多民间企业投资下游产业，但其不太可能允许

在钻探生产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石油企业受到重大挑战。 

“我认为短期内不会看到这种情况，实际上，我认为这根本就不会发生，”

他说。 

投资中国股市的一名香港基金经理表示，“表面看这是朝合理方向迈出一

步，”但在特朗普即将就任美国总统之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很大。这位基

金经理要求匿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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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投资人押注特朗普刺激政策将不温不火，给股市带来良机 

编译 李春喜/张荻/王洋/侯雪苹 

路透新加坡 1 月 19 日 -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将于本周就职，

亚洲投资人谨慎押注，他不会兑现在未来 10 年投资 1 万亿美元新基础设施

的承诺。 

相反，他们预测将出现一种“不温不火”的状况：美国财政支出高得刚好

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又不会从新兴市场吸走太多资金。 

投资者预期，政治阻力、原材料和人工方面的局限可能使支出难以达到特

朗普承诺的水平，但由于经济深陷泥沼多年，重振经济的需求仍能保证相

当规模的刺激政策。 

“如果利率升得很高，经济过热，那么我们会恢复到避险环境下，”香港

先机环球投资(Old Mutual Global Investors)亚洲股市主管 Josh Crabb 表示。

“但中间这种状态，对于该地区曾遭受重创的部分资产非常适合。” 

Crabb 持有较为便宜的“景气循环类股”，比如基础材料和金融等板块，

这些板块在经济向好时表现出色。他还青睐韩国股票，韩股是亚洲主要市

场中最便宜的。 

根据汤森路透 Eikon 数据，韩国股市综合股价指数的市盈率为 12.1 倍，而

菲律宾股市平均市盈率为 19.28 倍，是该地区估值最贵的新兴市场。 

商品和出口国受青睐 

瑞穗银行公债部门的亚洲经济和策略主管 Vishnu Varathan 预计，美国基

建投资将达 5,500 亿美元，为亚洲出口国提供了机遇。 

“根据金发姑娘原则，我们确保成本不要上升太快，以免打压需求，”他

表示。“我们将看到全球需求更为持久的复苏...此一效应将渗透扩及至其

他出口国。这对亚洲非常有利，亚洲是德国以外的主要资本财供应地，或

透过供应链与之相连。” 

他并称前者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后者包括台湾和泰国。 

这种溢出效应将吸引投资者再度寻找抄底的机会，而部分投资者认为这将

使亚洲股市受益。 

目前 MSCI 明晟亚太地区(除日本)指数的市帐率(股价净值比)为 2.6 倍，而

标普 500 指数为 6.8 倍。 

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 新兴市场债市副主管 Jean-Charles 

Sambor 预计， 商品出口国将进一步受惠。“如果美国进行一些基础设施

支出，且不对墨西哥和中国推动非常负面的议题，那么应可见到一些新兴

市场取得良好的表现，因大宗商品价格会上升，”他说。 

Sambor 青睐于俄罗斯、拉美、和印尼的债券，这些债券将受惠于特朗普

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带来的原材料需求提升。在预期美元中期内走势温和的

前提下，他看好上述国家的本币债券。 

保护主义担忧 

不过，在经历了充满火药味言辞和政策细节模糊的总统竞选之后，投资者

对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许诺仍惴惴不安，因为这些许诺一旦履行，将会侵

蚀新兴市场从温和财政刺激所取得的好处。特朗普将在周五正式走马上任。 

特朗普威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征收 45%的关税，并针对将工作机会迁往

海外的美国公司的进口，征收 35%的边境税。 

他还承诺，对于那些将海外滞留资金汇回美国的公司，把税率从目前的 35%

降至 10%。美国公司在海外的资金存量在 2.6 万亿(照)美元，若出现快速

的汇回本土，亚洲市场恐将面临灾难。 

据路透的一项调查，上述担忧令全球债市投资人 12 月把日本外亚洲市场的

投资比重从 4.2%下调至 2.2%，而股权投资者则将这一市场的投资比重从

6.9%下调至 6.4%。 

另外，特朗普阵营内部传出的不一致声音，以及对美国通胀率和利率可能

过快上涨的警告，也令投资者忧心忡忡。 

周末，特朗普称美元汇价太高，以至于美国公司无法有效与中国相竞争，

尽管他的政策看似将进一步推高美元。 

自特朗普在去年 11 月意外胜选以来，美元兑日圆累计上涨 9.1%，美元指

数即美元兑一篮子六种主要货币上涨 3.6%。 

越来越多的美联储官员警告称，预算赤字持续扩大，会导致美国经济过热，

从而需要更激进地加息。 

上述高管 Sambor 称，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转为防御并持有现金，做空新

兴市场货币。 

Deutsche Wealth Management 预测，特朗普能兑现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

不及承诺的规模。尽管如此，其亚太首席投资官 Tuan Huynh 却看好亚洲

市场，认为这些市场有他们自己的内部引擎。 

Deutsche Wealth Management 看好印尼和菲律宾投资级及主权债，因这

两国政府比拉美等其他新兴市场更稳定。Huynh 称，印尼和印度股市也具

有吸引力。这两国的股市更多地受内需推动，而且人口平均年龄偏年轻。 

总而言之，对特朗普的经济和政治约束，意味着对亚洲的最坏情境预测不

太可能出现。 

“不论发生什么，特朗普将要做的，只会勉力维持经济在周期暮年段实现

一点点增长的时间更长一些，”法兴银行全球固定收益策略师 Kit Juckes

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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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意孤行踏上硬退欧之路，但盼与欧盟达成自贸协定 

编译 陈宗琦/孙国玉/侯雪苹/汪红英 

路透伦敦 1 月 17 日 - 千呼万唤始出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文翠珊，

Theresa May)终于说出她对脱欧的真实想法：英国决意走自己的路，完全

脱离欧盟，同时希望欧盟同意全面性的贸易协议。 

英国将退出欧盟广袤的商品与服务市场，但试图达成一项“大胆且充满雄

心壮志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拒绝采用类似挪威与瑞士等其他欧洲国家

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安排。 

特雷莎梅在周二的演说中呼吁在两年内达成协议，强调与欧盟的合作，并

提出以“分阶段”过渡形式实现脱欧。 

英镑逆转近期跌势，兑美元录得至少自 1998 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但欧盟

国家政治领袖对特雷莎梅的讲话态度漠然，这意味着特雷莎梅欲达成理想

中的贸易协议，恐怕会是个艰困、甚至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任务。 

“要求这么多，他们又能给予什么？”捷克负责欧盟事务的国务卿 Tomas 

Prouza 在推特上表示。爱尔兰政府则表示，对英国的脱欧程度，已不存在

一丝幻想。 

特雷莎梅列出了谈判中优先考虑的 12 个方面，包括限制移民、退出欧洲法

院司法管辖区、放弃欧盟关税同盟全面成员资格。欧盟关税同盟为进口到

欧盟的商品设定外部关税。 

将目标放在达成全面的 FTA 意味着，特雷莎梅可以毫无牵挂地进入谈判，

基本上不用受制于人民自由往来或者支付欧盟大量预算经费的问题而做出

不受欢迎的妥协。 

达成 FTA 的机率 

但达成 FTA 的过程也充满风险。特雷莎梅曾表示，她希望在两年内就英国

与欧盟的未来关系达成一致，而后进入落实期。达成 FTA 所需的时间通常

超过两年。以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 FTA 为例，到其生效时将已是耗时七年。 

“形成协议中所存在的长期不确定性，将对经济构成巨大挑战，你不能要

求消费者视而不见，”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主管 Jagjit Chadha 称。 

消费者支出一直都是近期英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因素，而贸易和投资等其它

经济增长来源则表现落后。消除服务业的贸易壁垒可能也很难，尽管退欧

支持者认为，欧盟内部已然存在壁垒。服务业是英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根据智库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贸易协议越深入，

英国将不得不遵守的欧盟监管就越多。 

FTA 选项的支持者认为，FTA 会允许英国大体上像以前一样同欧盟进行贸

易，同时还使该国可自由与美国等其他国家，以及与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市

场直接达成贸易协议。美国是英国最大的单一出口伙伴国。 

退欧支持者还指出英国对欧盟有庞大的商品贸易逆差，并称欧盟可能承担

不起切断同英国贸易的后果。2016 年 11 月，这项贸易逆差为创纪录的

85.9 亿英镑。 

核心选项 

特雷莎梅似乎将此视为谈判筹码，在讲话时称若达成一项糟糕的协议，还

不如没有协议。这实际上是在承认，英国可能会采用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规定。WTO 规定了成员国能够课征关税的上限。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服务业可能面临贸易壁垒，尤其是在金融等受到高

度监管的行业。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巴尔(Malcolm Barr)称，这可能将是一

条“非常危险的道路”。 

“人们可能认为，一项成功的谈判策略需要有宏伟的目标和可靠的退路。

特雷莎梅显然拥有了前者，但我们怀疑她是否拥有后者，”他在一份客户

报告中说。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特雷莎梅把英国包装成一个建立在合作基础之上的国

际主义国家之际，她的财政大臣哈蒙德(夏文达，Philip Hammond)却对议

会表示，如果不能很快与欧盟达成全面的自贸协定，英国可能会采取强硬

态度，并用降低企业税作为报复。 

“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合理的退欧协议)，这个国家的人民不会只是逆来顺

受，也不会接受自己将变得更穷的未来，”哈蒙德说。“我们将竭尽所能

地保持我们的竞争力，并维持我们的生活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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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资本管控促使中企增加海外发债，不顾成本和风险 

撰稿 沈一鸣/吴健   编译 戴素萍/王琛/汪红英/李爽 

路透上海 1 月 18 日 - 中国当局支撑人民币汇率并抑制过热房地产市场的努

力，正在激励更多中国企业不惜承担额外成本和风险，在香港以及其他海

外中心发行外币计价债券，这其中也包括许多国营企业。 

根据 Dealogic 数据，尽管人民币兑美元在 2016 年贬值近 7%，但包括国

有银行--中国银行在内的中资企业海外发行美元债券的规模达到创纪录的

1,110 亿美元，高于 2015 年的 880 亿美元。 

摩根大通分析师根据自家数据分析得出，今年的外币债券发行规模预计会

再次上升，即便许多分析师预测人民币会进一步贬值，使外币债券的还本

付息成本更高。 

这些发债企业名单中还包括许多需要用外币支付海外收购和交易费用的企

业，但由于中国当局去年为支撑人民币而收紧资本外流控制，这些企业无

法动用自己的人民币资金。 

“愈来愈难把资金汇出去，”常春藤资本一位基金经理表示。“因此对于

热衷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来说，美元债券市场成为一条较容易的筹资途

径。” 

投行人士称，国有企业亦如此，因为中国政府让他们进入海外市场变得更

为容易，而且这些企业还肩负着更多美元资金带回国内的压力。 

一些房地产企业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赴海外融资，因为政府严控楼市泡沫

的监管措施已经对国内贷款设限。 

上交所和深交所自 10 月以来双双收紧了房地产企业的发债规定，监管机构

也频频敦促中国各家银行收紧房地产贷款。 

据汤森路透数据，2017 年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有 79 亿美元贷款到期，若需

再融资，可能有更多贷款进入海外市场。 

除了换汇风险，借款企业还不得不承受高得多的借款成本。 

中国恒大集团在香港发行的美元债利率为 7%，而在大陆仅为 3%；中国奥

园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月初通过发行三年期债券筹资 2.5 亿美元，利

率为 6.35%，几乎是国内人民币债券平均利率的一倍。 

虽然成本在上升，但更多企业等着在 1 月底中国春节假期之后发债。 

景顺资产管理(Invesco Asset Management)驻香港的一位基金经理人称，

他的公司已与 10 家中国债券发行企业签署了保密协议，将成为他们的基石

投资者。 

快速审批 

一家帮助中资企业发行美元债券的承销商表示，国有企业热衷于发行美元

债券，部分原因在于“中央政府鼓励他们将美元带回国内，国有企业对借

贷成本不是非常敏感。” 

为了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并放慢动用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汇率的速度，

中国政府快速批准几家国有企业将美元发债所得带回国内。 

之前所有国有企业的境外发债计划都要向国家发改委备案登记，但去年发

改委允许 21 家国有企业在未登记的情况下进行境外发债。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加入了在香港发行债券的队伍中。 

江苏省连云港市政府的融资平台--江苏新海连发展集团在去年 1 月发行了 2

亿美元三年期美元债券，债券利率为 6.20%。 

新海连发行的人民币在岸债券利率为 5%左右，没有汇率波动风险。新海

连是首家发行海外债券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我问他们：你们的基本面还不算差，为什么愿意以这么高的成本筹资

呢？”一家认购其债券的基金经理称。“他们说有海外筹资的政治目标。” 

新海连一位管理人士对路透表示，目的是要“提高我们的海外知名度，这

样会有更多的外国投资者知道我们”。她没有说该公司提升海外知名度的

原因。新海连在中国主要进行基础设施和水处理业务。 

一系列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都追随新海连的步伐。该公司正在考虑今年

进行第二次海外发债。 

有吸引力的收益率加上投资者对美元升值的预期，导致去年越来越多的基

金把目标瞄向在中国发行的美元债券。 

十年前为了促进国内投资者投资海外而制定的计划中，海外资金规模因此

增加五倍，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已经暂停该计划新配额的审批，作为资

本控制举措之一。 

而配额持有者现在可以拿两倍于去年的价格转租他们的配额，需求之高可

见一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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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可能修改到2021年消灭基本预算赤字的目标--消息 

编译 艾茂林/高琦/刘秀红 

路透东京 1 月 18 日 - 两位政府消息人士称，日本政府可能将在 4 月之后展

开讨论，考虑对到 2021 年消灭基本预算赤字的目标作出修改。 

日本往届政府传承给安倍晋三政府的一个计划是，到截至 2021 年 3 月的

财年，实现不包括债务利率支付在内的预算盈余，以显示日本在尽力降低

债务负担。日本债务负担为全球之最，达到该国经济规模的两倍。 

有关政府能否达成目标的疑虑去年升温，因安倍晋三暗示他将优先侧重基

建支出，保护日本经济免遭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冲击。 

自那以后，外界越发怀疑安倍最终将被迫放弃宏大的财政纪律目标，因一

些政府官员倡导以更多支出来促进内需。 

“到了某个时候，我想检视我们设定的所有财政整顿目标，包括在 2020

财年回归基础预算盈余。”一位接近首相办公室的人员表示。 

安倍在 2016 年提出计划，要增加基础建设支出，促进农业出口以及接纳

创纪录的访日游客。 

安倍推出支出计划的时间恰好也值全球就政府决策形成一种认知，即政府

过于依赖货币政策，他们应该更多使用财政手段来管理经济。 
安倍的计划将助推经济成长，但也将给公共财政带来额外压力。医保成本、

债务偿付成本和日益增长的防卫开支，都已经令公共财政不堪重负。 

政府消息称，鉴于安倍已经将消费税上调计划推迟两年以上，其不可能在

2018 财年达成将基础预算赤字/GDP 比例降至 1%的中期目标。 

消息人士称，政府 1 月底发布最新长期财政纪律展望时，可能不得不公开

承认无法达成。 

此事尚未完全决定，而且政府内部有些人并不希望正面承认 2018 财年的

目标不可能达成。 

消息人士称，1 月 20 日国会会期开始时，安倍晋三内阁还计划重申承诺，

到 2020 财年恢复基本预算盈余。 

但另一位消息人士称，越来越多人承认，安倍无法同时兼顾基建支出及财

政纪律。 

“到 2020 财年实现基本预算盈余不太现实，所以会有调整这一目标的辩

论，”这位消息人士称，“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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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C预计今年供应过剩减少，但美国页岩油产量或将回升 

编译 李婷仪/陈宗琦/李爽 

路透伦敦 1 月 18 日 -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周三暗示 2017 年石油供应

过剩的数量将下降，因该组织成员国石油产量在减产协议正式实施之前从

纪录高位下滑，非成员国则显示出遵守减产协议的初步正面迹象。 

不过 OPEC 在月报中也指出，美国产量可能弹升，因其他产油国支持减产

提振了油价，从而促使美国页岩油钻探活动增加。 

OPEC 和几个非 OPEC 产油国去年同意一项减产协议，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该协议已帮助油价上涨至每桶 55 美元，摆脱一年前所及的 12

年低点近 27 美元。 

“货币政策持续回归正常化，表明经济情况好转，加上 OPEC 和非 OPEC

产油国最近的历史性合作，应可带来油市所需要的稳定，”OPEC 月报称。 

 OPEC 在提及非 OPEC 国家的贡献时说，“初步报告显示，产量调整承

诺的遵守情况显现积极的迹象。” 

OPEC 去年 11 月拟定一项减产计划，将产量减少 120 万桶/日至 3,250 万

桶/日。俄罗斯与其他非 OPEC 产油国也于 12 月承诺减产约 56 万桶/日。 

OPEC 周三公布的数字显示，沙特减产最多，该国上报 OPEC 已减产至

1,047 万桶/日。 

尼日利亚减产幅度居次，由于国内冲突影响产量，该国拥有减产协议的豁

免权。 

OPEC 还将 2017 年非 OPEC 供应增长预估下修至 12 万桶/日，此前独立

产油者承诺减产，不过这已被美国供应上调 23 万桶/日所抵销。 

“美国石油生产主要为致密油，预估将出现增长，”OPEC 表示。其所指

的致密油即为页岩油。 

美国供应再次出现跳增可能削弱 OPEC 支撑油价举措的效果，并让 2014

年中开始导致油价崩跌的势头再现。 

但包括沙特能源部长法力赫在内的 OPEC 官员称，他们并不认为页岩油产

量会很快激增。 

2017 年对 OPEC 原油需求料平均为 3,210 万桶/日，报告指出，如果

OPEC 维持产量稳定，就意味着平均将出现 98.5 万桶/日的过剩供应。上

月的报告显示，今年供应将过剩 124 万桶/日。 

OPEC 报告还显示，OPEC 产出似乎愈发接近 1 月 1 日起生效的产量目标。

这份报告将印尼 74 万桶/日的产量纳入非 OPEC 国家行列。 

12 月 OPEC 整体产量只比目标高出 58.5 万桶/日，相比之下，前月的报告

显示产量比目标高出 137 万桶/日，这主要是由于印尼退出 OPEC。 

OPEC 称，设定目标时 OPEC 成员国包括印尼，但现在还没详细说明是否

调整减产目标以反映印尼的退出。(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