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全球央行高层官员齐聚杰克森霍尔，经济成长持续复苏，让

他们信心满满，相信这或许最终能让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步

美联储的后尘，逐步撤回危机时期的政策。 

然而在一个关键之处，全球央行都没有找到答案。通胀仍远

远低于 2%目标，因此大家更热烈地争论，他们究竟是忽略

了某些反映经济并没有那么健康且有必要放慢“利率正常化”

进程的信号，还只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通胀在全球化的世界里

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在财政支出增加等因素支撑下，中国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由紧

转为适中，央行公开市场本周两次暂停操作，单周转为净回

笼 3,300 亿元人民币。 

业内人士称，只要资金面出现缓和，央行即减少支持力度，

维持总量平衡偏紧的意图仍十分明显。另外，总量不宽松情

况下，近来出现了用降准替代部分 MLF 的中性操作观点，

不过预计央行不想被理解为释放宽松信号，短期内该政策出

台料无望。 

评级机构惠誉周三表示，美国政府如果不能及时提高举债上

限，将促使惠誉重新评估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可能带有

负面影响”。惠誉目前对美国的评级为最高级的“AAA”。

但该机构在声明中表示，如果举债上限不能上调，偿还债务

优先于政府其他的义务，政府的信用状况“可能与 AAA 评

级不符”。 

若不能增加发债，预计美国政府资金将告罄，有可能发生

在 10 月初，随之面临无法及时还本付息的风险。交易员

担心，若美国债务违约，将会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欧元今年以来的涨幅达到两位数，正在促使全球一些最大

的资产管理机构以更加欣赏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政府公债。

在此之际，欧洲央行正在计划撤回对公债市场的支持措施。  

投资者表示，如果欧元进一步上涨，可能推迟欧洲央行撤

除大规模货币刺激举措的计划，并使得政府公债因货币收

益与政策支持而变得更有吸引力。 

从英国退欧公投前直到现在，中国对伦敦商业地产的投资

已经增长逾两倍，其中多数是通过香港进行。 

虽然去年退欧公投后，其他投资人有从英国楼市撤身的，

但主要来自香港的投资人却在买入英国最出名的摩天大楼，

其中包括“奶酪刨(Cheesegrater)”摩天楼和“对讲机

(Walkie Talkie)”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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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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低通胀问题继续困扰全球央行 

编译 郑茵/王琛/汪红英 

路透杰克森霍尔 8 月 24 日 - 全球央行高层官员齐聚杰克森霍尔，经济成长

持续复苏，让他们信心满满，相信这或许最终能让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步

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 的后尘，逐步撤回危机时期的政策。 

然而在一个关键之处，全球央行都没有找到答案。通胀仍远远低于 2%目

标，因此大家更热烈地争论，他们究竟是忽略了某些反映经济并没有那么

健康且有必要放慢“利率正常化”进程的信号，还只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通

胀在全球化的世界里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在日本，官员们对行为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想知道会不会仅仅是企业和家

庭对经济信号的反应比他们所认为的要慢。欧洲官员归咎于工会薪资谈判

进展缓慢以及网上购物，而美国决策者则提到从石油到手机乃至处方药定

价方面的一大堆“个别现象”。 

在所有情况下决策者的反应都是一样的：耐心等待事情过去并充满信心地

谈论通胀回归，一如美联储自 2013 年以来在“中期”时间框架下谈论此

事。 

“是的，我们的模型还不完美...当然我们也非常认真地看待部分通胀数据

偏低的事实，”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梅斯特(Loretta Mester)说。 

但梅斯特深信，问题不在于疲弱的经济，而在于企业定价方面的变化，她

称这是一个供给侧问题，所以她愿意支持缓慢稳步地升息。 

不是所有人都信服梅斯特的观点。近期通胀明显的下滑引发了担忧，让人

重新质疑能否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美国投资者押注美联储将不得不推迟行

动，直到明年晚些时候才会进行更多的利率政策调整。 

美联储主席叶伦和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周五将有机会因应这个问题，德拉

吉正在制定计划，缩减金融危机时期推出的部分举措，尽管通胀形势预计

要到 2018 年和 2019 年才会改观。 

日本央行计划在 2020 年左右实现其通胀目标。 

美联储官员还未向通胀屈服，即使金融市场的价格显示出，对下一次升息

时间的预期重新回到 2018 年中期，而美联储的预期是在今年再度升息。 

“但有关推迟升息的辩论已愈加激烈，不确定性在上升，”道明证券(TD 

Securities)在一份报告中就通胀前景说道。“风险在于，(升息的)步伐放

缓。” 

将目标定在哪里合适？ 

采用通胀率目标是央行的重要创新，其理论基础是公众预期、央行沟通和

其他因素会影响经济行为。大家普遍承认，决策者就通胀发表的言论以及

家庭的看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实际通胀水准。 

央行试图去预测和控制一些他们自己也承认并不完全理解的事情，发达经

济体一致将 2%左右的通胀率目标作为政策引导，但该目标也是一个令人

头疼的难题。 

日本央行的顾问们苦苦思考，人们到底是完全看清了情况来选择消费或是

储蓄，还是根据过去的情况来判断，只是慢慢适应变化。如果是后者，那

么央行的言论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全球化的供应链、薪资水准以及没有摩擦的市场已让通胀永远锚定了吗？

如果是这样，美联储的官员们将会感到失望，他们指望就业市场变紧俏来

提振薪资和物价。 

由于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因有人呼吁对政策进行调整，例如有人建议设立

一个新的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挂钩的目标。美联储研究人员近来还

推想，为了实现 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应该让公众相信其将争取让通胀

率达到 3%。包括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在内的

其他官员也建议提高通胀率目标。 

但就目前而言，通胀率目标似将维持不变，全球将继续采取观望态度。 

“看，通胀难以预测，”梅斯特在接受路透采访时指出，最精巧的模型比

只说“通胀率将达到 2%，让通胀目标维持不变”也好不了多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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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适中公开市场转为净回笼，中国央行延续平衡偏紧意图 

作者 李宏薇 

路透上海8月25日 - 在财政支出增加等因素支

撑下，中国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由紧转为适中，

央行公开市场本周两次暂停操作，单周转为净

回笼3,300亿元人民币。 

业内人士称，只要资金面出现缓和，央行即减

少支持力度，维持总量平衡偏紧的意图仍十分

明显。另外，总量不宽松情况下，近来出现了

用降准替代部分MLF的中性操作观点，不过预

计央行不想被理解为释放宽松信号，短期内该

政策出台料无望。 

从周三起，被市场戏称为“小纸条”，含有解

释内容的公开市场公告开始现身。央行明确指

出：受益于月末财政支出、中央和地方国库现

金定存招标，以及准备金退缴等，银行体系流

动性处于适中水平。 

上海一股份制银行交易员表示，“央行就是保

持总量平衡，不会太松，太松就(有机构多加

杠杆)乱来了。” 

央行公开市场本周五日均为净回笼，其中周四

和周五并暂停了逆回购操作。其他影响因素方

面，继上周五后，财政部和央行周四又进行了

一次国库现金定存招标，规模800亿元。 

另外，财政部本周发布特别国债滚动定向发行

方案，央行则将面向有关银行开展公开市场操

作。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称，预计央行将于发

行当日启动现券买断工具，通过债券二级市场

从金融机构买入全部特别国债，不会对金融市

场和银行体系流动性产生影响。 

上周月度缴税一度加剧资金面扰动，央行公开

市场遂转为净投放维稳，考虑中期借贷便利

(MLF)因素，当周全口径净投放规模2,220亿元。 

非降准工具仍将是阶段性主导 

目前金融体系整体流动性水平不高，有分析师

提出可否以降准压缩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余额，

以解决结构性不均衡问题。对此，受访的业内

人士多认为，出于稳定政策预期考虑，短期内

出台降准这样的政策可能性非常小，逆回购、

MLF等工具仍将是阶段性主导。 

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称，上

述操作有可能引发政策导向误解，“(这种)从

技术角度而言，降准是中性的。但是从语义理

解上，你很难不把降准和宽松联系在一起，特

别是在强调金融防风险收紧监管的大背景下，

很容易被理解成央行转向。” 

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专栏文章称，

国内金融机构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近年来逐渐

下降，已由10年前的3.5%左右逐步降至1.5%

左右，但这种下降并不意味着银行体系流动性

收紧和货币政策取向发生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王洋也认同上

述观点。“降准需要(央行)转变观点，和确定

怎么操作。”在此之前，维持现有基调的可能

性最大。 

中国央行自2016年春节前起，公开市场操作频

率加密至每个工作日均可进行，去年春节后至

8月中上旬都仅进行七天期逆回购操作。8月下

旬和9月中旬则先后重启14天和28天期逆回购，

并灵活搭配开展操作，但逆回购期限拉长也引

发市场对监管层有意降杠杆的忧虑。 

除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

(SLF)外，中国央行在2014年三季度还创设并

开展了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操作对象包

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较大规模

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 

此外，2014年4月央行创设抵押补充贷款

(PSL)，并在2015年10月将PSL对象在此前国

开行基础上，新增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主要

用于支持三家政策性银行发放棚改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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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政府举债上限不能提高,美国“AAA”评级将面临风险--惠誉 

编译/审校 郑茵/王琛/龚芳/徐文焰 

路透 8 月 23 日 - 评级机构惠誉周三表示，美国政府如果不能及时提高举债

上限，将促使惠誉重新评估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可能带有负面影响”。 

惠誉目前对美国的评级为最高级的“AAA”。但该机构在声明中表示，如

果举债上限不能上调，偿还债务优先于政府其他的义务，政府的信用状况

“可能与 AAA 评级不符”。 

若不能增加发债，预计美国政府资金将告罄，有可能发生在 10 月初，随之

面临无法及时还本付息的风险。交易员担心，若美国债务违约，将会冲击

全球金融市场。 

目前美国法律规定的举债上限为 19.9 万亿美元，尽管财长努钦发出呼吁，

但国会尚未就提高上限一事达成协议。 

“在举债上限的问题上采取冒险政策，最终或将对评级产生影响，因为上

限若不能提高，将危及美国财政部偿还债务和履行其它义务的能力，”惠

誉在声明中称。 

美国国会现处于休会期，议员们要到 9 月 5 日才会返回。尽管共和党人掌

控着白宫和参众两院，但议员们将如何通过表决提高举债上限，还不得而

知。 

“共和党的财政保守人士可能在支持提高举债上限的同时，附加大幅削减

预算赤字的条件。‘完全’不附加其他政策举措地提高举债上限，看上去

虽有可能，不过或许要取得民主党的支持才行，”惠誉称。 

2011 年 8 月美国上一次因为举债上限问题而陷入僵持期，标准普尔褫夺了

其享有的 AAA 最高评级。自那以后，标普一直将美国的信用评级定格在略

低一级的 AA+。 

穆迪和惠誉一样，对美国的信用评级仍维持在最高级。 

惠誉或穆迪，倘有任何一家追随标普的降级之举，都可能会搅动金融市场，

因为投资者会重新评估美国公债的信用品质。 

“惠誉认为，停止其他支出优先偿还债务将对经济面造成冲击，投资者对

美国诚信度的信心也可能受到损害，这会对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不利。正

是因为投资者的信心，才使得美国在背负如此庞大公共债务的情况下，仍

能享有'AAA'评级，”惠誉在声明中表示。 

六年前标普调降美国评级，美债价格旋即大涨，推动收益率下滑。 

这一次惠誉发表对美国评级的看法后，美国指标公债收益率跌至盘中低位。

1845 GMT 时，美国指标 10 年期公债上扬 12/32，收益率报 2.17%，低于

周二尾盘的 2.22%。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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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欧忧虑拖累英国经济成长，损及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 

编译 许娜/张若琪/杜明霞/王琛 

路透伦敦 8 月 24 日 - 英国各经济领域在截至 6 月的三个月均表现疲弱，英

镑大跌抑制了消费，而出口未能填补这一缺口，企业投资也因英国退欧的

不确定性而被冻结。 

英国国家统计局周四确认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GDP)为较前季增长 0.3%，

第一季为增长 0.2%，从而使英国创下 2017 年初以来发达经济体中的最慢

增速。 

数据显示，家庭支出增幅微乎其微，企业投资亦持平。 

另一份报告显示，疲弱表现将延续。英国工业联盟(CBI)公布，8 月零售销

售增速放缓程度为一年多来最高。 

英国经济在去年 6 月公投决定退欧后的六个月继续强劲成长，让多数经济

分析师感到意外。 

尽管退欧公投后金融市场下调英国的长期展望，此后英镑贬值了 15%左右，

但强劲的消费支出仍驱动经济成长。 

不过周四的数据显示家庭支出正在减弱，英国第二季家庭支出较上季和较

上年同期均创 2014 年底以来最慢增速。尽管英镑贬值且全球经济强劲，

但投资及对外贸易未能抵消家庭支出的疲弱。 

“英镑贬值造成的伤害大过所带来的好处。”谘询公司 Pantheon 

Macroecono 的 Samuel Tombs 称。 

英国国家统计局称，因英镑弱势，5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

升 2.9%，创四年来最高升幅；4-6 月实质家庭支出仅较前季增长 0.1%。 

企业投资同比持平，低于分析师预期的增长 0.5%。净贸易对经济较前季增

幅的贡献为零，对按年增幅还构成 0.5%的拖累。 

“第二季经济增长几乎全部依赖家庭和政府支出...对退欧后的经济来说，

这不像是最稳定的基础，”制造业行业组织 EEF 的首席经济分析师 Lee 

Hopley 表示。 

巴克莱称该数据“凸显出在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企业抑制投资的

程度。” 

英国退欧忧虑 

英国 6 月开始就退欧进行正式谈判，鉴于 2019 年 3 月的退欧截止日期，

企业抱怨称谈判进程缓慢。 

欧盟谈判人员希望就会费、欧盟移民的权利，和英国与爱尔兰边境问题达

成一致，然后在今年稍晚展开关于未来贸易安排的更具实质性的谈判。 

这种不确定性和英镑下滑，也对在英国工作的欧盟工人产生不利影响。欧

盟工人对一些行业来说至关重要。 

周四公布的其它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3 月的 12 个月中，来到英国的净移民

数量跌至三年低位的 24.6 万人，欧盟移民减少，而越来越多人离开了英国。 

周四，严重依赖外来劳工的英国农场、食品加工厂和饭店都抱怨面临劳动

力短缺的情况。 

由于生产率疲弱，金融危机以来，移民涌入对英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

作用。 

第二季经济较上年同期增长 1.7%，为四年来最低。 

英国央行本月稍早曾表示，预计英国经济今年增长 1.6%，低于该央行早前

的预期，但符合分析师预期。 

英国央行预计，随着通胀接近 3%，今年家庭消费增长将放缓至 1.75%，

预计出口将增长 3.5%，企业投资增长 1%。(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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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被抛弃者的抗拒困扰央行官员 

编译 李春喜/王洋/孙茉莉/张涛/侯雪苹/陈宗琦 

路透纽约马塞纳/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 8 月 24 日 - 虽然今年反全球化浪潮

带来的反弹此起彼伏，但央行官员们仍然认为，开放边境和自由贸易是创

造就业、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的解决之道。 

本周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研讨会召开之时，他们

会愈发意识到，如果全球化的成果不能分享给那些被甩在后面的人，他们

帮助建立的全球经济秩序就可能崩溃。 

就是说要解决像 Grace Paige 这样的人的担忧。Paige 是七个孩子的奶奶，

她的家在纽约州北部经济萧条的圣劳伦斯郡。 

当特朗普承诺要逆转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化，振兴“美国中部”时，Paige

决定给他一次机会。Paige 坚持完整个选举。这位以往忠诚的民主党选民

通过自己的一票帮助促成了该郡政治上的转向。2012 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

该郡的支持率达到 57%；去年特朗普竞选时主张的经济民族主义则助其在

该郡赢得了 51%的支持率。 

我的孙辈们需要工作，”她说，并细数着过去十年她所在的郡如何被全球

化一步步抛弃，包括通用汽车旗下一家车厂、一座铝厂和 Paige 本人曾供

职过的那家西尔斯百货店的衰败。 

各国央行官员反对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包括特朗普再度威胁将废弃实

施了 23 年之久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担心这会招致更多保护主

义现象。 

不过近几个月美联储的官员们拓宽了政策辩论的范围，纳入了经济整体表

现不错的情况下，劳工市场上种族不平等以及一些地域或技术上遭孤立社

区的命运等问题。 

“坦白地说，作为经济学家...对于从全球化程度较低地区向较高地方的转

移情况 ，我们给予的关注可能还不够，”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梅斯

特在 8 月 24-26 日杰克森霍尔全球央行会议前夕对路透表示。 

“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仍在继续。这些承诺是非常好的--众所周知这能够提

高生活水平，”梅斯特说道。“只是你如何保证它的分配方式让大多数人

受益。” 

不过决策者承认，在帮助那些工作被海外市场抢走，或被软件和机器人取

代的人，以及解决由此带来的政治挑战方面，并没有快速易行的方法。 

半城市半农村化地区都支持特朗普 

据路透对美国选票、就业和人口统计数据的分析来看，像圣劳伦斯郡这种

既不明确处于驱动经济成长的全球化城市的影响范围、也不完全是农村的

地区，对特朗普的胜利至关重要。 

据普查数据，它们占到美国本土约 3,100 个郡的三分之一左右，占美国大

概 12%的人口。特朗普在这些郡完胜 2012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

(Mitt Romney)，事实证明这对特朗普赢得关键摇摆州的胜利而言至关重要。 

有 63 个郡，从奥巴马转向特朗普的选票达 10 个百分点或更多，圣劳伦斯

也是其中之一。该郡有少数奶牛场、大学城和关闭的工业区。 

与之相似，处于英国大城市边缘的地区，在 2016 年 6 月那场双方票数接

近的脱欧公投中也发挥了特别大的影响。 

意识到这种挑战，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至少 10 次访问从阿帕拉契亚到密西

西比的一些地方，研究为什么那些社区被遗忘。这对于通常在公民俱乐部

和大学演讲的美联储理事来说，这样的访问次数是很高的。 

“我们真的必须把重点放在那些可以让这些人重新回到劳动力队伍的那类

政策上，”布雷纳德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表示。 

针对整个经济制订的货币政策不适合解决这样的问题，但美联储在社区发

展方面的作用，及其政策制定者共同担负的重要职责，已经促使他们专注

于可能的选项。 

举例来说，根据帮助安排行程的地区联储工作人员，在去德州埃尔帕索(El 

Paso)的途中，布雷纳德对美联储的银行监督和利率政策可能如何改善基建

和岗位培训融资进行了研究。 

地区层面，明尼亚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在 1

月创建了一家针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机构，并在近期表示社会方面的考量

是促使他希望暂停升息的部分原因。 

“如果我们能确保人们不会永远被遗忘，那才是真正对社会有利，”卡什

卡利称。 

蒙特利尔郊区 

圣劳伦斯与附近克林顿郡(Clinton County)的人口状况类似，命运却大相径

庭，表明位置等因素关系重大，而且克服起来困难重重。 

克林顿郡与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Montreal)交通相连，这使得该郡可

从 NAFTA 获益。该郡在 2016 年大选时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 

“我们的任务就是让魁北克成功，为魁北克出口提供协助。如今有个新颖

的想法出炉了，” North Country 商会会长 Garry Douglas 在 6 月出席普

拉茨堡(Plattsburg)一论坛活动中谈及重新协商 NAFTA 时表示。纽约联邦

储备银行总裁杜德利也出席了这次活动。 

位居克林顿郡枢纽的普拉茨堡，素有“蒙特利尔的美国郊区”之称，该郡

的 15%居民任职于诸如庞巴迪(Bombardier)这类加拿大企业的附属公司，

每年南向的跨境投资流动规模超过 15 亿美元。 

普拉茨堡往东不过 56 公里就是圣劳伦斯。但由于公路、铁路以及空运连结

的便利性稍逊，刚好被归于蒙特利尔经济圈之外，此外，宽频(宽带)覆盖

率仍不够普及也是吃亏。圣劳伦斯失业率比克林顿郡高出 1.5 个百分点，

也比全国均值高了 2.5 个百分点。尽管这里不乏不错的大专院校，但由于

缺乏机会，毕业生往往选择离开。调查数据显示，2010-2016 年间离开该

郡的净人数为 4,200 人。 

来自该郡最大城市、人口约 1.1 万人的奥格登斯堡(Ogdensburg)的单亲妈

妈 Mairin Merna 表示，就业前景仍然黯淡，因此她可能不得不带着女儿迁

往约 350 公里外的纽约州首府阿伯尼(Albany)。 

“15 年前我还蛮乐观的，”现年 34 岁的 Merna 表示，“如今我不晓得这

里会不会有任何改变，”受访时她正要从附近 Canton 小镇的一站式就业

服务中心离开，她和数以百计的求职者在此申请当地办事员的工作，“太

悲哀了，”她这么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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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可能考虑使用人民币进行部分融资 

编译 徐文焰/郑茵/张荻 

路透沙特阿拉伯吉达 8 月 24 日 - 一位沙特阿拉伯高层官员周四表示，该国

愿意考虑使用人民币进行部分融资；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金融联系可

望因此变得更为密切。 

沙特政府于过去一年开始在海外融资数百亿美元，以填补低油价造成的巨

额预算赤字。但该国迄今已发行的外币债券和获得的贷款全部以美元计价。 

使用人民币进行部分融资可增强沙特的财务灵活度，也将标志着中国推动

人民币成为顶级国际货币的努力取得了一项胜利。中国是沙特石油的最大

买家。 

“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实现沙特融资基础的多元化，”沙特经济计划部

副部长 Mohammed al-Tuwaijri 在吉达举行的沙中两国会议上表示。 

“我们将通过市场投资者或者流动性实体来做这件事。中国是迄今为止最

大的市场之一。我们还将涉足那些有独特融资机会的技术市场、私募发行、

熊猫债券及其它市场。” 

Tuwaijri 补充说，“我们非常愿意考虑人民币融资或购买其它中国金融产

品，中国工商银行及其它部门也对我们表示了那方面的兴趣。” 

熊猫债券是非中国发债企业所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在中国国内销售。

工商银行旗下工银国际行政总裁安丽艳在会上表示，工银愿意为沙特发行

熊猫债券担任保荐人。 

Tuwaijri 表示，沙特政府对境外融资感兴趣，不光是为弥补预算赤字，而

更重要的是为促进经济成长和创造就业的大型投资项目融资。 

他称，“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将通过项目融资、债券市场和其他渠道获得

资金。” 

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产资源大臣法力赫(Khalid al-Falih)在会议间隙对路透

表示，沙特和中国计划成立一个 200 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双方各负担 50%。 

他说，“目前还在初步阶段，但双方领导人做出了承诺。”他表示该基金

将投资基础设施、能源、矿业和原材料领域，但未透露关于其策略的更多

细节。 

近几年中国与多国成立共同投资基金，以加强双边经济关系。2015 年 12

月，中国宣布与阿联酋成立一只 100 亿美元的基金，去年 10 月公布了与

法国成立投资基金的计划。 

吉达会议前，沙特王储萨勒曼于 3 月访问中国，期间签署了多达 650 亿美

元的商业协议，行业涉及炼油、石化、轻工业制造以及电子。 

法力赫周四表示，预计本周可与中方签署 11 项商业协议，金额约为 200

亿美元。但他没有透露详细情况，其中一些协议可能是萨勒曼亚洲之行签

订协议的细化版，一些可能只是谅解备忘录而非具体计划。 

沙特非常渴望将中国的投资引向制造业或旅游等新开发产业。该国希望摆

脱对石油出口的单一依赖，实现经济多元化，其中即包括开发新产业。 

但沙特政府同时也希望提高其主要主权财富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

的获利。Tuwaijri 称，该基金正在考虑中国船运和运输体系以及其它基础

设施方面的投资机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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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欧元促使大型公债买家考虑再次投入欧元区公债市场 

编译 张涛/汪红英/王琛/许娜/张若琪 

路透伦敦 8 月 23 日 - 欧元今年以来的涨幅达到两位数，正在促使全球一些

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以更加欣赏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政府公债。在此之际，

欧洲央行(ECB)正在计划撤回对公债市场的支持措施。 

欧元区政府公债收益率(殖利率)自 2016 年 9 月以来稳步上升，当时关于欧

洲央行缩减逾 2 万亿欧元(2.35 万亿美元)公债购买计划的臆测刚开始浮现，

投资者担心官方减少购债会导致收益率大涨。 

但如今由于欧元表现强劲，一些投资者正在考虑再次投入欧元区公债市场。 

他们表示，如果欧元进一步上涨，可能推迟欧洲央行撤除大规模货币刺激

举措的计划，并使得政府公债因货币收益与政策支持而变得更有吸引力。 

“主要是因为欧元反弹，我们承担不起作空政府公债存续期造成的损失，

所以我们在 6 月改变了立场，”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的主权债券团队主

管 Patrick Barbe 表示。 

这位基金经理管理着 5,660 亿欧元资产，是欧元区公债的最大投资者之一，

对较长期公债的立场已从“负面”转为“中性”。 

投资者如果认为较长时期内利率将下跌或持稳，往往会买入较长期债券。 

缺乏通胀 

欧元兑美元今年以来已上涨逾 12%，是发达市场表现最好的货币，其大部

分涨幅来自最近三个月。 

强势欧元降低了进口价格，因而将欧元区通胀维持在较低水准，这加大了

欧洲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难度，并激励了债券投资者。 

分析师表示，欧元贸易加权汇率每上升 1 个百分点，欧元区整体通胀率将

被拉低 0.3-0.5 个百分点。 

欧洲央行的目标是将通胀率提高至“略低于 2%”，而数据显示，7 月通胀

率仅为 1.3%。 

随着欧元涨势获得动能，10 年期德国公债收益率过去四周已下跌 20 个基

点至 0.4%。 

“自德拉吉释出可能调整政策的信号以来，过去数月欧元兑美元的涨势，

将拉低基本通胀预估，”道富环球投资管理(SSgA)投资组合经理 Brendan 

Lardner 说道。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 6 月 27 日在葡萄牙辛特拉的一次讲话中，开启了调整

该央行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大门，助燃了对欧洲央行今年将宣布缩减刺激举

措的预期。 

近年来，欧元区公债收益率一直都受到欧洲央行超宽松政策的压制；欧洲

央行实施超宽松政策，是为了提振遭受 2010 年和 2011 年债务危机重创的

经济，措施包括大幅降息以及大量购债。 

欧洲央行以公债为主的资产购买规模已累计超过 2 万亿(兆)欧元，而且在

很多债市都已临近自己制定的购买上限。欧元区未偿公债规模总计 7 万亿

欧元。 

但考虑到欧元区经济正在回升，而且欧洲央行即将面临可买债券缺乏的局

面，外界预计该央行将开始削减这些举措。 

市场预计，欧洲央行将在 9 月宣布结束购债计划，并在 2018 年升息两次。 

在这样的环境下，公债、尤其是较长期公债将最不受投资者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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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 

但欧元上涨已经打乱了上述预期，尤其是欧洲央行 7 月政策会议记录公布

后。该会议记录显示，决策者担心欧元汇率涨得过高。 

“若欧元迅速上移至 1.20-1.22 美元区间，我们会对策略性作多存续期更

有信心，最可能的是针对欧元区 10 年期公债。”道富的 Lardner 称。 

货币市场期货行情显示，投资者预期欧洲央行在 2018 年底前进行一次

0.25 个百分点升息的机率为 60%，远低于本月初时的 100%，及上个月预

期的最快明年 6 月会升息一次。 

“基于德美间的收益率差，相较于美国，我们对德债稍稍低配了一些；但

如果欧元继续走强，尤其是考虑到走势的速度，情形将会发生改变，”摩

根资产管理固定收益资产组合经理 Seamus Mac Gorain 称。该公司管理的

资产规模达 1.7 万亿美元。 

他表示，如果欧元来到 1.25 美元，他们将更偏多欧元区公债。 

这样的效应可能还会远远超出欧洲的范围。联博(AllianceBernstein)的

Daniel Loughney 称，他将考虑买进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若欧元进一步

走强的话，那些国家债券通常会同步反应。 

“美债和德债间的关联如此强劲，你可以通过英国公债和美国公债，甚或

是加拿大和澳洲公债，来表达这种观点并获取额外的价差。”他说。(完) 

  



  

2017-08-25                                                                                                                                                                                                  一周全球财经新闻荟萃  
 

11 

坐拥庞大的外汇储备，瑞士央行行动不便 

编译 张明钧/许娜/侯雪苹/刘秀红 

路透苏黎世 8 月 21 日 - 瑞士央行可能得等上数年时间才能开始缩减庞大的

外汇储备，担心现在动手可能导致瑞郎再度升值并损及出口商。 

在可以安全无虞地出售外汇储备之前，首先得确保出口驱动的瑞士经济已

经站稳脚跟，这使得瑞士央行在开始撤回宽松货币政策的央行队列中只能

排在后面。 

随着欧洲央行(ECB)及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FED/美联储)朝向政策正常化

迈进，市场已经开始思考瑞士央行庞大的外汇持仓会变成什么样子。 

瑞士央行外汇持仓与瑞士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接近 120%，居世界之

冠。 

美联储、日本央行及欧洲央行的外汇持仓与国内产出之比率则是相形见绌，

令人担心瑞士央行可能会蒙受汇率波动的损失。 

这应该会加大来自联邦和州政府的压力。瑞士央行向这些政府支付其获利。 

不过，瑞士央行不太可能连续几年削减其资产负债表规模。该行资产负债

表在 10 年里增长六倍，至 7,750 亿瑞郎(8,000 亿美元)。 

外汇储备--主要是外汇、债券和股票--在其中占据了很大份额。为了压低瑞

郎，保护本国以出口为导向型的经济，瑞士扩大了外汇储备规模。 

瑞士央行不太可能出脱黄金持仓，而且瑞郎投资所占比重微乎其微。该央

行拒绝置评。 

倘若瑞士央行开始出脱海外债券和股票持仓，则将面临一个问题：必须先

将所得收益兑换成瑞郎后才能取消这些仓位。 

“收缩资产负债表是不可能的。要想这么做，他们就得回购瑞郎，这会再

度提高瑞郎的价值，而这正是瑞士央行想避免的，”St Galler 

Kantonalbank 分析师 Thomas Stucki 称。该分析师曾在瑞士央行负责管理

货币储备。 

没有警告？ 

随着欧元崩溃的担忧消退，欧元兑瑞郎在过去六个月上涨 6%。尽管如此，

但如果像朝鲜半岛紧张情势这样的地缘政治风险再现，瑞郎可能很快走强。 

该央行发布外汇储备详情时，立即就会发现出售资产的情况，从而可能引

发新一波追捧瑞郎的行情。 

“当其他(央行)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时，对瑞士央行而言将是采取同样做

法的契机。但如果其直接推进，瑞郎将会变得过于强势，我们的出口商会

再度面临问题，”议会金融及经济委员会成员 Thomas Aeschi 称。 

许多分析师认为，在欧洲央行开始收紧扩张性货币政策前，瑞士央行会按

兵不动。欧元区较高的利率，会降低避险瑞郎的吸引力。 

但瑞士央行过去就曾让市场大跌眼镜，在 2015 年 1 月突然宣布弃守欧元/

瑞郎 1.20 下限，所以这回也可能在开始政策常规化之前不给任何提示。 

瑞士央行有可能因本国经济及出口改善而获得回旋空间，并开始自行升息。 

如果瑞士的资产管理公司恢复对欧元区的投资，而不是将资金兑换成瑞郎

汇回，也将是一个正面信号。这种长期趋势可能要比近期瑞郎兑欧元走软

更让瑞士央行确信，开始回撤其投资是安全的。 

即便是瑞郎再次兑欧元跌至 1.20 水平，瑞士央行在缩减投资时无疑仍会保

持超级谨慎态度。目前瑞郎兑欧元报在 1.1350 左右。 

“瑞士央行现在进退两难，”SGKB 的 Stucki 称，“他们或许能从资产负

债表中的这里或那里削减个数十亿美元，但至少未来几年，他们还需要保

持。”(完) 

  

全球主要央行资产负债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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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问题多多，但做空该国存在风险 

编译 张荻/张明钧/许娜 

路透伦敦 8 月 23 日 - 债务沉重、政治分裂的意大利本周重新成为金融市场

投资者的焦点，但一些基金或许对增加意大利空头押注存在疑虑，今年迄

今这些押注并没有带来回报。 

2016 年底，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债券和股票看似将大跌，当时

该国的一家大型银行面临纾困命运，政府总理则因公投失利辞职。 

虽然道路曲折，2017 年迄今米兰股市仍上涨逾 10%，意大利政府公债也

站稳了脚跟。 

前意大利总理贝鲁斯柯尼周六重提采取平行货币的想法，大型国际银行将

此作为对客户的风险提示，提醒他们意大利仍存在颠覆整个欧元区的风险。 

以下是金融市场专业人士对意大利最为主要的关切，以及对这些问题不同

角度的解读。 

1.债台高筑 

投资人总是担心会发生无法预测、可能会造成各地市场大破坏的“黑天鹅”

事件。但在债台高筑、经济成长又偏低的情形下，意大利和中国同被列为

“灰犀牛”--一种显而易见且既存的危险；灰犀牛一词是分析师 Michele 

Wucker 发明的词汇。 

裕信银行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rik Nielsen 指出，外界对于欧元区第三大经

济体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已经过头，就算利率温和上升，债务水准应该仍

会保持稳定。 

“成长 1-1.5%虽不是特别突出，但足以解决债务可持续性的疑虑，”他称。  

2.财政转圜空间 

意大利在压低预算赤字上的表现颇佳，只要能够维持此一趋势，应该就可

以按时偿付债务。 

R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的首席分析师 Eric Lascelles 质疑这样的

情形能否延续下去，因当地人口结构迅速老化，许多纳税人即将退休领取

养老金。 

“从债务可持续性的观点来看，未来 30 年其人口结构真的极为不利，”

Lascelles 称。 

3.解决银行业问题 

另一个加重公共财政压力的因素，就是需要援助的银行越来越多。西雅那

银行(Banca MPS)的援助计划近期获欧盟批准后，又有一连串国家主导的

注资行动。 

意大利银行业者仍坐困于大约 3,000 亿欧元(3,540 亿美元)坏帐，损及本已

偏弱的获利能力，也限制了进一步放贷的能力。不过裕信的 Nielsen 指出，

目前坏帐已经有明确下滑趋势，另外考虑到经济增幅偏低导致信贷需求变

弱，意大利银行业的放贷水准与欧洲同业相同。 

4.央行援助 

由于欧洲央行准备控制部分货币刺激政策的力度，包括负利率及数以万亿

欧元计的购债计划，投资人或许将更关注意大利基本面的问题。 

“当市场预期货币政策收紧时，各国最明显受关注的地方就是银行业系统

的高负债和不稳定问题。投资人自然会密切关注意大利，”Wucker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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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底出现的最重要暗示为，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正在考虑调整政策。 

但这对意大利债是造成的动荡并未持续很久。数周之后，意大利和德国公

债间的收益率利差缩至 2017 年内最窄。 

5.政治疑云 

在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以及反建制人物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2017

年欧洲大陆多个国家选举似乎也将迎来类似的政治地震。 

这种情况...尚未出现。 

投资者最大的担忧--即极右翼、反欧元候选人勒庞(Marine Le Pen)在法国

胜选的可能--已经在 5 月解除。目前的担忧集中在意大利，在 2018 年 5 月

举行大选前，欧元怀疑论党派五星运动的支持率已经赶上执政党民主党，

目前有些民调甚至显示其支持率已经领先。 

除此之外，分析师警告道，贝鲁斯柯尼的平行货币计划可能使其所在的意

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与其他反欧元的竞选政党团结在一起，从而进一步

孤立民主党。 

“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对于意大利退出(欧元区)的猜测，这一点没什么

好奇怪的，”VTB Capital 全球宏观策略师 Neil MacKinnon 称。(完) 

  



  

2017-08-25                                                                                                                                                                                                  一周全球财经新闻荟萃  
 

14 

英国退欧不减房地产魅力，香港投资人争购伦敦地标建筑 

编译 李春喜/张明钧/张涛/侯雪苹/刘秀红 

路透伦敦 8 月 21 日 - 从英国退欧公投前直到现在，中国对伦敦商业地产的

投资已经增长逾两倍，其中多数是通过香港进行。 

虽然去年退欧公投后，其他投资人有从英国楼市撤身的，但主要来自香港

的投资人却在买入英国最出名的摩天大楼，其中包括“奶酪刨

(Cheesegrater)”摩天楼和“对讲机(Walkie Talkie)”大厦。 

根据房地产集团 CBRE 的数据，2017 年头六个月中国投资人对伦敦商业

地产共投资 39.6 亿英镑(51 亿美元)，创下纪录最高水平，并超过 2016 年

全年的 26.9 亿英镑。 

根据莱坊(Knight Frank)的数据，在这些来自中国的总投资中，香港占了

92%。香港食品集团李锦记本月稍晚将以 12.8 亿英镑收购被昵称为“对讲

机”大厦的 20 Fenchurch Street。该大厦有 34 层，这将创下英国写字楼

交易额的最高纪录。 

由于中国政府打压内地公司的对外收购，国内投资人选择香港作为海外交

易的通道。中国发改委上周五宣布，将加强境外安全风险防范，防止非理

性对外投资、恶性竞争和腐败行为。 

然而香港投资人则是更为重要的参与者。 

“来自中国的交易仅占该地区交易活动的较小部分，香港投资人最为活

跃，”Knight Frank 资本市场研究主管 Anthony Duggan 表示，“我们预

期中国投资人仍将寻求进行符合他们商业计划的战略性地产收购。” 

在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敲定的“一国两制”，从法律上赋予香港司

法独立等自由。然而近几年对司法独立的疑虑逐渐升高，上周香港上诉庭

判处三名香港民主运动领袖有期徒刑。 

周日香港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此事，许多示威者对香港司法独

立性提出质疑。 

香港律政司司长已经否认判决中参杂“政治动机”。 

取得控制 

世邦魏理仕(CBRE)国际资本市场主管 Chris Brett 表示，“如果你担心中

国对香港的控管越来越多，就需要把资金移到其他地方。伦敦颇具吸引

力。” 

吸引这类投资的因素包括英国公投决定退欧之后英镑兑美元贬值 12%，而

港元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资金比较便宜，法制，文化比较熟悉，以及市场多样化的需要，正在驱

动香港投资者在英国的需求，”地产咨询公司高纬物业(Cushman & 

Wakefield)的伦敦中心区投资总监 James Beckham 表示。 

处于纪录高位的香港商业与住宅地产价格，以及政治担忧，正在促使投资

者转向租金收益较高的海外市场。 

Jefferies 的分析师 Mike Prew 表示，如果北京要求把资金汇回国内，楼宇

与其他投资相比流动性较差，这也是一个吸引人的特点。 

英国退欧公投意味着，一些设在伦敦的金融工作职位将转移到欧洲大陆或

者爱尔兰，以便银行业者可以继续向欧盟客户销售产品和服务。 

这对于写字楼市场来说是不利因素，但英镑贬值导致英国地产对于外国投

资者来说变得更加便宜，而且一些楼宇出售时就带有租期长达 10-15 年的

租客，抵销了工作岗位外迁的影响。 

房地产消息人士表示，伦敦金融城的其他地标建筑，包括圣玛丽斧街 30 号

(30 St Mary Axe)以及赫伦大厦(Heron Tower)，对于香港投资者也很有吸

引力。这些彰显身份地位的高端物业，比如“奶酪擦子”(Cheesegrater)

摩天大楼和“对讲机”(Walkie Talkie)摩天大楼，拥有许多知名租户，而且

数量有限。 

根据 Prew，中国投资者对英国商业地产的定价，已经为白金级或高档地产

收益建立起一个约 100 个基点的“入门溢价”。 

根据世邦魏理仕(CBRE)，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资金，今年占伦敦商业地

产全部投资的三分之一，而英国退欧公投前这一比例还不到 10%。 

这与其他投资者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根据 Prequin 数据，英国侧重房地

产的私募股权基金筹资规模自退欧公投以来下降，2017 年上半年筹资规模

从上年同期的 37 亿美元降为 29 亿美元。 

这是因为在 2019 年英国退出欧盟前伦敦写字楼市场整体前景变得黯淡。

自退欧公投以来，写字楼空置量跳增，开发商不得不提供更长的免租期和

租赁优惠来招揽租户。 

伦敦中心地区写字楼开发商 Derwent London 预测，2017 年的租金情况将

为下降 3%至上涨 2%。该公司有价值 48 亿英镑的投资组合。 

摩天大楼 

过去 10 年的高楼建设热潮重塑了伦敦的天际线，碎片大厦(Shard)及“火

腿罐头”大厦(Can of Ham)等形状另类的建筑成了这个城市的新地标。 

中资跨境房地产投资最大的一块继续投向美国，但比重在今年上半年有所

下滑，反倒是投资英国的占比在增长。 

据独立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的数据，伦敦每平方英尺房价要低于香港、东

京、纽约和旧金山，但租金却要高于多数其他全球中心同等规模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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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者)想要又好又稳定的回报，而地标性建筑往往会是其中的选

择，”中国第二大律所--霍金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Hogan Lovells)的房地

产主管 Dan Norris 称。 

Norris 在今年 5 月帮中资买家以约 3 亿英镑买下 20 Gresham Street，这

是一座靠近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的一座七层高的建筑物。他

并称，由于仍对高风险项目保持警惕，亚洲投资者往往会选择规避开发类

交易，而最为青睐伦敦办公大厦。 

据法国巴黎银行房地产公司(BNP Paribas Real Estate)的数据，过去六个

月，地标性建筑的出售是伦敦市中心交易市场的突出特点，已完成 29 桩超

过 1 亿英镑的交易，上年同期则为 19 桩。 

最新出售的摩天大楼也要比香港同等规模的建筑物便宜：世邦魏理仕

(CBRE)的数据显示，伦敦顶级大楼的租金回报率大约为 3.4-3.5%，而香

港类似的大楼租金回报率仅为 1%。(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