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美国参议院周四在特朗普反对的情况下，以 98-2 的投票结

果通过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措施，其中也包括对伊朗和朝鲜

的制裁。这项议案是特朗普任内获得国会批准的首个重大外

交政策立法，让本已在前总统奥巴马时期就恶化的美俄关系

雪上加霜。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震怒，并威胁要报复。 

尽管共和党掌控着参众两院，特朗普在国内政策的推动却显

得举步维艰。而对俄制裁案之所以能顺利通过，部分缘于美

国调查机构发现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

纳周一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进行了闭门会晤，他详述了与俄

方官员接触的情况，但否认共谋影响大选。 

与此同时，特朗普领导圈子内部也有了新的人事变动，白宫

发言人斯派塞日前宣布辞职，结束了短暂而喧闹的任期。不

过他仍将工作至 8 月底。 

和特朗普上任后新情况层出不穷相比，美联储则一直表现得

很“淡定”。本周联储一如预期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并预计“不

久后”将开始缩减所持巨量公债，表明联储对美国经济抱有

信心。路透调查访问的华尔街大银行多数认为，美联储 9 月

会议可能宣布备受期待的缩表计划。 

国际金融协会(IIF)的研究结果表明，美联储缩表对新兴市场

的影响相当于升息三次。不过，现在也有一些人士认为，即

便其他主要央行放风要转变超宽松货币政策，但随着中国大

批债务将在未来几年到期，美联储决策时可能必须再度考虑

中国因素。 

而尽管分析师们喋喋不休地唠叨，认为通胀迟滞也可能妨碍

美联储很快进一步升息，但毕竟金融市场一派亮丽，还是有

可能让美国的决策者们在今年的时间表里多塞入一次升息。 

市场认为美联储声明偏鸽派，导致美元一度跌至 13 个月

低位。而美元疲弱难翻身之际，其它货币趁机起舞，人民

币近期两度强势拉升，贬值压力明显缓解，企业结汇意愿

也有所上升。市场对汇率走势的预期出现明显分化，“双向

波动”已经初见端倪，当前或许是渐进调整临时性资本管制

措施的一个时机。 

而受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以及中国政府监管方面的不确定性

等影响，今年上半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并购交易额降至

14 年来最低。汤森路透数据显示，在截至 6 月 30 日的上

半年，美国公司参与的在华并购交易金额较上年同期的

7.71 亿美元下滑 32%，降到只有 5.23 亿美元；较 2015

年上半年的 40 亿美元更是锐减 87%。 

对于全球顶级的一些资产经理来说，随着利率和波动性降

至低点，股价攀升至历史高位，投资前景要多好有多好。

但仔细看看，有乌云正在形成，投资者应该警惕债券收益

率(殖利率)上升、经济数据下行、或者大型新兴市场出现

政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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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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议院通过对俄实施新制裁，普京震怒扬言报复 

编译  白云/孙茉莉/王丽鑫/李婷仪/陈宗琦/王颖 

路透华盛顿/芬兰萨翁林纳 7 月 27 日 - 美国参议院周四在特朗普反对的情

况下，几乎以全票通过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这令俄罗斯总统普京震怒，

并威胁要报复。 

参议院以 98-2 的投票结果通过制裁措施，其中也包括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

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均对这项措施予以强力支持。这项议案现在将提交给

白宫，等待特朗普将之签署成法律或予以否决。 

这项议案是特朗普任内获得国会批准的首个重大外交政策立法。尽管共和

党掌控着参众两院，特朗普在国内政策的推动却显得举步维艰。 

如果特朗普选择否决，该议案预计也能获得众参两院足够多的支持推翻特

朗普的否决，得以通过成为法律。 

该议案令本已在前总统奥巴马时期就恶化的美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特朗

普原本期望能改善两国关系，不过国会对俄罗斯是否插手 2016 年美国大

选以助选特朗普的调查令现政府蒙阴。特朗普否认他的竞选班子与俄共谋。 

制裁措施已经在众议院以 419-3 的悬殊票数获得通过。 

参众两院之所以一直积极推动要采取更多制裁措施，部分缘于美国调查机

构发现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 

这份议案将影响俄罗斯多个工业领域，甚至会进一步损及俄罗斯经济。俄

罗斯经济于 2014 年因乌克兰危机而遭受制裁后便一直表现乏力。 

除招致莫斯科方面的不满外，此项拟议的立法也令欧盟感到不安，欧盟曾

表示新的制裁措施或影响到其能源安全，将促使欧盟采取措施。 

周四稍早一位白宫高级助手称，特朗普可能否决该法案，以推动更严格的

协议，这个想法受到国会质疑，因为特朗普政府进行了数周的游说，希望

法案放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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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担心包括一项允许国会阻止任何放松对俄制裁的条款。不过白宫

通讯联络主任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暗示，特朗普实际上希望

制裁更严厉一些。 

“他可能原封不动的签署法案，也可能否决，协商对俄进行更严格的制

裁，”斯卡拉穆奇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 

周四稍早，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科克(Bob Corker)对记者称：

“我猜他(特朗普)会签。” 

特朗普如何回应？ 

周四稍早在参议院投票前，白宫发言人 Sarah Sanders 称，特朗普政府继

续支持对俄罗斯、朝鲜与伊朗实施强力制裁，并表示：“我们会看看法案

的最终版本，届时再做决定。” 

特朗普随时可以通过发布行政令实施新制裁。 

“这项法案并不妨碍他发布更严厉的制裁。这说不通，”奥巴马政府时期

负责美国制裁政策的前国务院官员 Edward Fishman 表示。 

特朗普收到该议案后如果不愿签署，有扣除周日的十天时间动用否决权，

否则议案将自动成为法律。 

如果特朗普选择否决，而参众两院都能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他的否决，那

么议案还是可以成为法律。 

普京周四访问芬兰时表示，俄罗斯“一直十分克制、有耐心，但有时候我

们不得不报复。我们不可能永远容忍对我国的这种粗鲁对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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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女婿详述与俄方官员接触情况，但否认共谋影响大选 

编译 郑茵/许娜/白云/王丽鑫 

路透华盛顿 7 月 24 日 -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Jared Kushner)周

一对参议院调查人员表示，他去年四次与俄罗斯官员会面，但并未与莫斯

科方面共谋影响 2016 年美国大选。库什纳是一位白宫高级顾问。 

与特朗普一样，库什纳也是一名商人。他描绘自己在成为特朗普团队一名

高级顾问时是一名政治新手。他表示，由于电话和电邮数量过多，因此对

某些会面的记忆有些模糊。 

库什纳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工作人员进行了闭门会晤，他在会面前发表的

一份书面声明中作出上述表示。该声明给出了他与俄罗斯官员迄今为止最

为全面的接触情况。 

“我没有，也没听说过团队中任何人，与任何外国政府共谋，”他写道，

“我没有进行过不当接触，没有靠俄罗斯的资金资助我在民间领域的商务

活动。” 

美国情报部门认定，俄罗斯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曾开展网络攻击和宣传

等活动，试图让去年 11 月美国大选有利于特朗普。俄罗斯否认这些指控，

特朗普也否认他的竞选团队与莫斯科方面有勾结。 

库什纳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在国会山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的会晤，之

后返回白宫并在外面向记者发表声明，但未接受提问。 

“我主动提供的纪录和文件将显示，我的所有行动都是适当的，而且都是

在一场非常独特的竞选活动的正常情况下发生的，”库什纳表示。 

特朗普曾称通俄调查有政治意图，周一更在推特上猛烈抨击这项调查。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是调查通俄门事件的几个国会委员会之一，同时开展的

还有一项由特别顾问穆勒(Robert Mueller)带头的刑事调查。随同库什纳前

往国会山的还有知名白领辩护律师 Abbe Lowell。 

两位了解库什纳对参议院调查人员讲述内容的消息人士称，双方谈得很愉

快，可能还会再面谈一次。 

当初为进入白宫工作而填写政府安全审查表格时，库什纳并没有披露任何

与俄罗斯人的会面情况。后来他对那些表格进行了几次修改。 

据消息人士称，库什纳告诉调查人员，他的律师和手下工作人员没有恰当

地处理好他的安全审查表格，但他们意识到上交的表格内容并不完整时便

立即知会了 FBI，后来提交了一份完整的表格。他在书面声明中称，最初

的表格不仅漏填了与俄罗斯方面接触情况，还有所有与外国人的接触情况。 

与俄罗斯大使会面 

库什纳称，他第一次见到俄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Sergei Kislyak)是 2016

年 4 月在华盛顿，当时两人握了手。 

路透曾报导，据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在 2016 年 4 月至 11 月期间，特朗

普竞选团队的人与同俄政府相关的人员之间至少通过 18 次电话、手机短信

和电子邮件。这 18 次接触中，有六次是特朗普助手与基斯利亚克之间的电

话通话。 

其中两名消息人士指出，这些与基斯利亚克的通话中，库什纳至少参与了

两次。消息人士称，六次与基斯利亚克的通话中还包括特朗普前国家安全

顾问弗林(Mike Flynn)。 

库什纳表示，他不记得 2016 年 4-11 月与基斯利亚克通过电话，没有在通

话记录中找到证据，因此怀疑是否确有其事。 

库什纳料会被问及有关他试图与莫斯科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报导。 

他表示，在 12 月 1 日与基斯利亚克会面时，基斯利亚克问及特朗普过渡办

公室是否有安全通讯线路，方便与俄罗斯将领讨论叙利亚问题，库什纳回

复没有。 

库什纳称，他询问俄罗斯大使馆是否有现成的通讯渠道可用，但基斯利亚

克称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同意等特朗普就任后继续跟进。 

“再就没别的事情了。我没建议设立‘秘密沟通渠道’，”库什纳称。 

库什纳周二还将接受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质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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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辞职，特朗普寻求挽回形象 

编译 郑茵/李爽/许娜 

 路透华盛顿 7 月 21 日 - 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圈子内部剧变不断，周五白

宫发言人斯派塞(Sean Spicer)辞职，结束了短暂而喧闹的任期。这段职业

生涯让他家喻户晓，同时也沦为午夜电视讽刺节目的笑柄。 

虽然此事不算意外，但斯派塞的离去仍比较突然，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媒体

和法律事务团队也正遭遇诸多变故，另外，针对他的竞选班子是否与俄罗

斯插手 2016 年美国大选有关联的调查正在扩大范围。 

上任六个月却尚未在立法方面取得任何重大突破，特朗普对部分亲随进行

了调整，与斯派塞分道扬镳，此前他任命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

担任新任白宫通讯联络主任。上月初原通讯联络主任 Mike Dubke 辞职后，

斯派塞在新闻秘书外兼任了通讯联络主任一职。 

一位与白宫接近的共和党人士对路透表示，特朗普周四选定由 53 岁的前高

盛银行家斯卡拉穆奇担任媒体事务负责人，并在周五上午会见他，正式向

他发出工作邀约。 

根据听取过关于下一步发展的白宫官员说，斯派塞被告知斯卡拉穆奇的任

命消息，而且特朗普挽留斯派塞留任。但斯派塞表示，他不想在被告知的

环境下继续工作而提出了辞职。 

一位接近白宫的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希望斯派塞担任新闻秘书并且担任多

数通讯联络主任的工作，“斯卡拉穆奇只是获得形式上的头衔，没有职责。

这是实际面临的挑战”。 

斯卡拉穆奇在午后媒体会面时任命桑德斯担任新的新闻秘书，桑德斯以前

曾是斯派塞的助理。 

绰号“揩油者”(Mooch)的斯卡拉穆奇毕业于哈弗法学院，从高盛离职后

曾创建一档对冲基金，后来将其出售并加入特朗普政府。 

女演员 Melissa McCarthy 在电视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中戏谑地模仿斯派塞与记者之间的交锋。 

“我代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感谢斯派塞所做的工作，”特朗普在声明中

称。“我祝福他在追寻新机遇的旅程中继续获得成功。看看他的电视收视

率就知道了。” 

斯派塞还将工作到 8 月底。 

斯派塞首次以白宫发言人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就引发争议并抨击媒体，当

时他表示有关总统特朗普 1 月 20 日就职典礼参加人数的报导不实。 

“这是有史以来就职典礼观礼人数最多的一次，无论是从亲临现场的人数，

还是从全球观看人数来说，”他表示。但这番言论很快遭到外界嘲笑。 

周五，斯派塞在推文中写道，“很荣幸为@POTUS、@realDonaldTrump

以及这个令人赞叹的国家工作。我将继续工作到 8 月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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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预计“不久后”将开始缩表  

编译 李爽/王丽鑫/许娜 

路透华盛顿 7 月 26 日 - 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周三维持利率不

变，称预计“不久后”将开始缩减所持巨量公债，表明联储对美国经济抱

有信心。 

联储一如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1.00-1.25%不变，并称将维持

缓慢收紧货币政策的路径。联储自 2015 年以来已经将利率提高了一个百

分点。 

联储在两日政策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声明中指出，经济适度扩张，就业稳健

增长。 

美联储还指出，整体通胀和衡量基础通胀的指标均下滑--这种趋势已然让

一些决策者感到担忧。但美联储预计经济增长将继续加强。 

 “委员会预计不久后将开始实施资产负债表正常化计划，”美联储称，并

补充道将按 6 月制定的计划纲要，削减其美国公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持

仓。 

美联储政策声明公布后，美股上涨，美国公债收益率下跌。美元指数下滑。 

为应对 2007-2009 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联储将利率降至近零水准，并

通过大量购买债券，向经济注入了逾 3 万亿美元资金以进一步压低利率。

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膨胀至 4.5 万亿美元。 

这份声明强化了外界对美联储 9 月召开下次政策会议时将宣布开始缩表计

划的预期，标志着这项招致国会共和党议员批评的争议性政策工具将结束。 

“美联储基本上是告诉市场，将在 9 月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Wells 

Fargo Funds Management 投资策略师 Brian Jacobsen 称。 

通胀担忧 

德意志银行分析师 Torsten Slok 称，由于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会提

名美联储主席叶伦续任四年任期，美联储似乎很想开始缩表。 

特朗普本周对华尔街日报称，他考虑的几个美联储主席候选人中包括叶伦。 

虽然美联储研究人员认为，购债对经济仅有温和提振，但叶伦表示，如果

经济深陷低迷，美联储可能再次进行资产购买。 

就业稳步增长，已推动美国失业率降至 16 年低位 4.3%。 

美联储此前曾暗示，将在今年开始缩表。 

与此同时，通胀放缓也令部分美联储官员不安，他们对通胀率五年来一直

低于联储 2%的目标水平感到担忧。 

美联储青睐的基础通胀指标从 2 月时的 1.8%下滑至 5 月时的 1.4%。美联

储曾在 6 月政策声明中称通胀率“略微”低于目标水平，但周三只是称通

胀率低于 2%。 

“我认为，这表明联储的基调变得更加谨慎了一点，”Commonwealth FX

分析师 Omer Esiner 表示。(完) 

  

路透调查：华尔街预计美联储 9 月将宣布缩表计划，并维持利率不变 

路透纽约 7 月 26 日 - 华尔街大银行认为美联储 9 月会议可能宣布备受期

待的缩表计划。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达 4.5 万亿美元。 

路透在周三美联储结束两天政策会议后进行的调查显示，初级市场交易

商一致认为，决策者在 9 月 19-20 日召开的下次政策会议将维持利率不

变。 

美国 23 家交易商中，回覆这项调查的 17 家全都表示决策者届时将公布

开始缩表的时间和其他细节，以开始缩减超过 4.2 万亿美元的公债和抵押

贷款支持证券持仓。这一结果基本符合上月调查结果。 

美联储周三维持利率不变，称预计“不久后”将开始缩减所持巨量公

债，表明联储对美国经济抱有信心。 

美联储上次升息是在 6 月会议，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25 个基

点，至 1.00-1.25%。 

6 月升息是美联储从 2015 年 12 月开始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以来的第四

次升息。在这之前，美联储维持利率区间 0-0.25%长达七年，因美国经

济艰难度过并缓慢摆脱大衰退。 

17 位受访初级交易商中有 15 位预期，美联储下次将在 12 月会议升息，

届时将再次升息 0.25 个百分点至 1.25-1.50%。两家交易商认为美联储届

时将按兵不动；金融期货市场则反映美联储今年再次升息的可能性不到

50%，因通胀低迷不振。 

对于 2018 年底前利率会升至多高，初级交易商的看法分歧更大，预估的

利率区间最低为 1.50-1.7%，到最高为 2.25-2.50%。预估中值为 2018 年

结束时利率区间料为 2.00-2.25%。 

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启动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买进并持有大量债券。联

储共计购买约 3.75 万亿美元美国公债和抵押支持证券(MBS)，将长期利

率控制在低位，希望以此支撑经济复苏。 

联储计划减少债券到期后再投资的做法，将持有的很大一部分证券组合

逐步出脱，不过具体减持规模尚未确定。 

一开始，根据原先宣布的计划，联储每月最多将减少 60 亿美元公债和

40 亿美元 MBS 的再投资。随后削减速度每个季度上调一次，直至达到

每月减少 300 亿美元公债和 200 亿美元 MBS 的最终速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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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债务疑虑可能萦绕美联储政策会议 

编译 张涛/郑茵/戴素萍/杜明霞 

路透香港 7 月 24 日 - 2015 年 9 月，美国联邦
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提到中国风险是其推
迟 10 年来首次升息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大
批债务将在未来几年到期，美联储决策时可能
必须再度考虑中国因素。 

两年前，正是中国股市崩跌、人民币意外贬值
和外汇储备下降震动金融市场并促使美联储推
迟升息，但美联储毕竟在三个月后实施了升息，
并在其后进一步紧缩了政策。 

而现在，一些人士认为中国的美元计价债券正
在滋生风险，可能促使美联储在升息时更要三
思而行，即便其他主要央行放风要转变超宽松
货币政策。 

的确，美联储官员未曾公开宣称中国债务是其
政策讨论中涉及的一项重大风险。但债务分析
师指出，2015 年 9 月的情形有可能再度出现，
即美联储会视中国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动。 

“那时候，我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并不取决于
华盛顿，而是取决于北京方面，”债券投资巨
擘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全球经济顾
问 Joachim Fels 说。 

“中国的确对其他地区的货币政策有重大影
响...今年全球央行之所以能够顺利行事，是因
为中国方面没有带来什么重大冲击波，但如果
考虑几个月以后，恐怕情况会有改变。” 

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自 2008-09 年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
未偿还总额增长将近 19 倍，达到略高于
5,000 亿美元的水平。自 2015 年 12 月以来，
增幅接近 50%。 

中国发行美元计价债券的规模目前占到新兴市
场美元债券总规模的将近三分之一，高于
2015 年 9 月时为四分之一，在美联储 2008 年
12 月首次开始印钞计划时还不足 5%。 

根据 BIS 数据，中国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有五

分之一将在一年内到期；汤森路透数据显示，
未来五年内到期的债券超过一半。 

如果美国借款成本因美联储退出其非传统货币
政策而开始升高，那么债务将必须以更高的成
本展延，这会蚕食中国的实体经济。 

抑或，中国企业可能会决定以本币来为债务再
融资，令人民币有走贬的压力。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会在全球掀波澜，并让
美联储政策面临一大外部挑战。 

回馈循环 

对美联储来说，美联储不认为中国的美元债务
目前有任何风险。 

“如果你看看中国就会发现，它们肯定有美元
计价的债务，但...它们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
仰赖外部债务，”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柯
普朗(Robert Steven Kaplan)7 月 14 日在墨西
哥市表示。 

此外，中国的美元举债有很大一部分是有经济
考量的--像是企业为海外投资项目进行融资。
如果这些美元转换成人民币，就将有助于减轻
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目前，美元融资环境仍稳定，从历史标准来看
指标美国 10 年期公债收益率(殖利率)仍处于低
位，尽管 2015 年 9 月以来美联储升息四次。
整体而言，现在美元指数与那时一样强劲。 

确实，对很多分析师来说，目前更大的风险不
是中国的美元债务，而是其本币债务。评级机
构估计，中国本币债务接近其经济规模的三倍。  

但分析师表示，中国美元债务快速增加持续的
时间越长，未来的经济调整就会越严重，尤其
是在贷款方开始对中国信贷风险重新定价的情
况下。 

“不管你如何谨慎行事，你都会发现债务是个
大问题。2008 年以来，中国是推升全球杠杆
的主力，”安盛投资管理资深新兴亚洲分析师
Aidan Yao 表示。 

“当市场开始不稳时，其反馈循环可能对美联
储政策路径产生影响。政策正常化将不会是平
坦笔直的。” 

被迫去杠杆化可能使人民币贬值压力重燃，受

美元流出影响，尽管资本管控举措帮助缓解这
种风险。 

“虽然市场总体上相信资本流动已经稳定，人
民币贬值的最糟糕情况已经过去，但现实可能
恰恰相反，”大和资本市场亚洲(除日本)首席
经济学家赖志文表示。 

“随着美元债务增多，资本外流压力只是被推
迟了。这种压力在增加，而非降低。最终可能
导致人民币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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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F: 美联储缩表对新兴市场的影响相当于升息三次 

编译 徐文焰/刘秀红 

路透伦敦 7 月 27 日 - 国际金融协会(IIF)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美国联邦储备

理事会(美联储/FED)缩减其 4.5 万亿(兆)美元资产负债表的计划，可能会在

明年对新兴市场带来相当于三次升息的紧缩效果。 

IIF 表示，美联储的缩表计划还可能最多令股票和债券资金流减少 250 亿美

元。 

美联储周三发表的声明巩固了市场预期，即该央行可能将在 9 月开始大刀

阔斧的缩表进程。 

联储最初的缩表行动将是，不再将到期公债与抵押支持债券(MBS)的回笼

资金用于再投资。该央行此前通过购买这两种债券来应对全球金融紧缩局

面。 

据 IIF 计算，这会在明年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削减逾 2,000 亿美元，前

提是假定美联储暂时仍将部分资金进行再投资。 

（本文配图依次为“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瑞士央行和英国央行

资产负债表规模”、“美元在美欧央行升息期间表现”、“2000 年以来新
兴市场投资流向”、“新兴市场资金流入及与发达市场增长差异”） 

作为 IIF 高级总监之一的 Sonja Gibbs 还预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美联储公债持有规模下降 650 亿美元，就相当于新兴市场投资组合规模，

也就是外国投资者的股债购买量，减少 65-70 亿美元。 

“在影响力方面，约相当于美联储升息 25 个基点，”Gibb 并称。 

她表示，因此美联储明年预期 2,000 亿美元的缩表规模，“或多或少”相

当于美国三次正常的升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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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给力，可能给美联储升息打掩护 

编译 郑茵/王丽鑫/孙茉莉/汪红英/刘秀红 

路透纽约 7 月 27 日 - 尽管分析师们喋喋不休地唠叨，认为通胀迟滞可能妨

碍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很快进一步升息，但毕竟金融市场一派亮

丽，还是有可能让美国的决策者们在今年的时间表里多塞入一次升息。 

美股正在纪录高点附近狂欢；美元贬值的速度为 15 年来之最；尽管美联储

在过去 19 个月内四度加息，美国长期公债收益率还是在下滑。 

“美联储今年两次升息，而金融环境依然宽松，”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

司投资组合经理人 Jim Caron 说。 

事实上，金融环境很少比现在更宽松。 

据美银美林固定收益指数显示，自美联储 2015 年 12 月首次加息以来，美

国评级最低的公司发行的公司债收益率已下挫将近 22 个百分点至 10.6%。 

这些收益率能反映信用质量较差企业的借贷成本，通常会高得多，过去 20

年平均为 14.7%。 

与此同时，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编撰的另一项反映金融市场压力的指标

接近三年低点，在有史以来最低水平附近徘徊。 

这些指标说明，美联储升息及暗示很快开始缩减 4.2 万亿美元的债券持仓，

几乎没有影响市场获得低息资金。 

换句话说，在美联储试图收紧的时候，金融环境反而放松了，说明决策者

有充分余地再次升息，即便是面对通胀率持续低于美联储 2%目标的情况。 

“开始升息 18 个月后，金融环境不断地在放松，尤其是信贷利差收紧，可

能给美联储出了一道新的难题，”纽约 Macro Insight Group 创始人

Shehriyar Antia 称。 

“这肯定让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要员们感到苦恼，而且至少

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最近通胀下降的影响，”Antia 称。Antia 曾是纽约联

储的资深政策分析师，比较了解该行总裁杜德利的想法。杜德利在 FOMC

拥有永久投票权，影响力颇大。 

有例可循 

以往不乏因市场波动造成货币政策推后的情形。 

在 2013 年和 2015 年均发生过美联储推迟货币政策正常化，因市场波动已

令金融状况紧缩到难以接受的程度。 

从另一方面讲，宽松的金融状况给予美联储决策者更多采取措施的空间。 

道琼工业指数，标准普尔 500 指数以及纳斯达克(Nasdaq)指数近几周纷纷

刷新纪录高点。 

今年迄今美元指数已累计下滑超过 8.0%，今年前七个月的表现为 2002 年

以来最差，但这对美国跨国公司有利，因他们的海外获利以当地货币计算。 

指标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今年迄今小跌，较 2015 年 12 月美联储首度加息

之时实际上是没有变化的。 

企业债券的信用息差还不到 18 个月前的一半，而且较弱借款人所发行债券

的信用息差收窄幅度最大。信用息差衡量的是投资者购买企业债券所要求

的较同期限公债收益率的溢价。 

因此，美国企业能够以低成本借贷，而且在海外具有竞争力，同时消费者

也在享受财富增长，而且能够为他们的消费融资。 

“美联储在继续逐步实现利率正常化方面拥有巨大的空间，” Leuthold 

Group 的首席投资策略师 Jim Paulsen 说。 

通胀低迷 

美联储主席叶伦和其他官员的确对近来通胀疲软表达过谨慎看法。 

部分美联储官员可能希望看到通胀进一步上升，然后才会再度升息，美国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周三的政策声明中，似乎也对疲软的通胀表

达出了越来越大的担忧。 

截至 6 月的 12 个月里，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增长了 1.6%，为 2016

年 10 月以来的最小增幅。已连续四个月逊于分析师预期。 

不过，包括杜德利在内的其他美联储关键人物担心，不趁现在推高利率，

有可能引发金融状况变得过于放松，并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美联

储官员还认为，更高的利率水平将给他们抗击下一场经济低迷提供更大空

间。 

两派阵营的对立紧张局面也体现到了市场中。 

利率期货暗示，2017 年出现第三次升息的概率就和抛硬币一样，但华尔街

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缩减其 4.2 万亿(兆)美元的债

券组合，此举有望最终实现金融状况的收紧，而不会影响经济成长。 

“美联储通过减少美国公债及 MBS 持有规模来缩减资产负债表，能够直

接影响金融状况，可以说不会给经济带来实质性改变，”Amherst  

Pierpont 驻康乃狄克州斯坦福德首席经济学家 Stephen Stanley 称。(完)

 

  



  

2017-07-28                                                                                                                                                                                                  一周全球财经新闻荟萃  
 

11 

人民币汇率形势趋稳，临时性资本管制措施或可渐进调整 

作者 孙琦子 

路透北京 7 月 28 日 - 今年 6 月以来，伴随着

美元指数疲弱和人民币两度强势拉升，人民币

贬值压力已经明显缓解，企业结汇意愿也有所

上升。而市场对汇率走势的预期也出现明显分

化；“双向波动”已经初见端倪，当前或许是

渐进调整临时性资本管制措施的一个时机。 

今年以来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超过 3%，而美

联储虽然两次加息，且提出年内“缩表”计划，

但美元指数还是在 7 月议息会议后跌到 13 个

月的低位，回吐“特朗普行情”的全部涨幅。

本周四发布的一项路透调查显示，投资者人民

币的多仓规模增至去年 12 月以来最高。 

“大家的预期变了，没有那么强的美元强预期

了，所以说现在是(调整政策)的好时机，可能

很难再遇到这种美元弱势的最佳时机了。”一

位银行人士称。 

2015 年“811”之后，由于人民币贬值压力骤

升，监管层连续出台了许多控制资本流出的措

施，包括对银行远期售汇收取 20%的风险保

证金、跨境资金流动本外币一体化审慎管理、

收紧企业海外投资等等，而很多举措已经在随

着汇率形势稳定而渐渐松口。 

今年 4 月，中国央行适度放松跨境资金流动性

管理，明确银行可不再严格执行跨境人民币结

算收付 1:1 的限制，主因跨境资金流出势头好

转，亦为保障合法合规业务的开展。 

5 月下旬，监管层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策略

转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已经可以在快

速审核之后购汇出境。这也让中国企业“走出

去”更加顺畅，对市场主体而言降低了对外投

资的成本。 

7 月下旬，外管局对多家银行就远期售汇风险

保证金进行调研，当前按 20%征收的远期售

汇风险保证金可能调整或取消。若能够取消，

会有效降低企业远期购汇成本，并且企业也有

动力把此前在境外的套保业务转回境内。 

以上都在对此前临时性的资本管制措施进行渐

进放松，一方面印证了汇率走势趋稳、国际收

支压力减轻；另一方面，也切实减轻了合法合

规企业跨境支付的成本。 

“取消这些临时性政策是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亦有银行人士指出，“这种临时的政策肯定要

有结束的一天。”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此前表示，

如果跨境资本有序流动，最终能够实现政府和

市场的双赢；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外汇形势好转，

已看到一些窗口指导的措施有松动迹象，现在

一些用汇能够更好地得到满足，“这个在市场

恐慌的情形下是很难实现的。” 

7 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提高到重要位置，强调把更多

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

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 

而外管局在学习金融会议精神时，也把外汇管

理服务实体经济放到了重要位置。外管局近日

举办了 2017 年分局长高级研修班，对当前国

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外汇形势进行了分析，指

出将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全面提

高外汇管理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依法

支持、保障真实合规的经常项目国际支付与转

移，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 

放松管制料仅微调 

尽管当前汇率预期有所转向，但许多市场人士

认为不能对形势掉以轻心。管涛此前在金融时

报撰文称，鉴于国内外仍存在许多不确定、不

稳定的因素，现在断言人民币汇率转势为时尚

早，预计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呈现双向震

荡行情。 

亦有中资大行交易人士指出，当前美元受欧盟

经济变化影响更大，最近汇率虽预期调整，但

不够稳定。作为商业银行，只能继续观望汇率

走势。 

“目前放开（管制），稍显急促。”他称。 

由于市场预期欧洲央行将提早展开其逐步退出

货币宽松的脚步，而非推迟退出，欧元因此受

益。今年迄今，欧元兑美元已上涨约 11%。

欧元贸易加权汇率年内迄今上涨 4.6%。 

亦有股份行交易人士指出，虽然短期美元偏弱，

但从中长期看美元没有走贬的基础，人民币尚

无长期强势的条件，而且人民币走势整体会受

外围环境影响，而中美之间的沟通也是一个重

要方面。如果资本流出形势彻底逆转，需要两

个前提条件：中国经济足够好以致大量资本回

流中国；境内居民和企业的美元存款纷纷结汇。  

“只有到这个时候才有在资本项下放松购汇的

可能性。”他称，“现在只是在经常项下逐步

放松。” 

中国国家主席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表示，要

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

项目可兑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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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企上半年在华并购额降至14年最低，贸易关系紧张作祟 

编译 李春喜/汪红英/艾茂林/刘秀红/许娜 

路透香港 7 月 28 日 - 今年上半年美国企业在

中国的并购交易额降至 14 年来最低，受制于

两国贸易关系紧张以及中国政府监管方面的不

确定性。 

汤森路透数据显示，在截止到今年 6 月 30 日

的六个月，美国公司参与的在华并购交易金额

较上年同期的 7.71 亿美元下滑 32%，降到只

有 5.23 亿美元；较 2015 年上半年的 40 亿美

元更是锐减 87%。 

从事并购交易的律师和银行人士表示，中美之

间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迹象正在抑制并购活动。

这种紧张关系在本月稍早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体

现。两国官员未能就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

重要新举措达成一致。 

这些消息人士称，美国企业不想在可能遭到殃

及的情形下进行并购交易。那种情况是可能发

生的，比如，如果特朗普政府对进口自中国的

钢铁和其他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而北京对美

国商品或实体采取报复行动。 

这可能导致美国企业无法充分利用中国经济增

长依然强劲的机会，并令两国的贸易和投资关

系更加紧张。 

“中美两国的新常态将是在贸易问题针锋相对。

目前而言，两国在钢铁行业方面存在巨大分歧，

在贸易失衡方面也有巨大争议，”霍金路伟律

师事务所在北京的合伙人邹国荣说，“我预计

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不会大幅增长。” 

针对美国在华并购下降一事，商务部未予回复

路透传真的置评请求。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交易仍在增

加，但是美国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特定种

类中资收购案的反对态度升高，有可能加剧两

国紧张关系。 

外国企业抱怨 

欧洲企业在华并购交易也在下降，但下降速度

较慢。欧洲企业今年上半年在中国并购交易的

金额为 2.23 亿美元，上年同期为 2.68 亿美元。 

外国企业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抱怨中国没有提

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们的顾虑包括中国在金

融和科技等关键行业对外资持股设限，以及对

本国企业有利，但对外国对手不利的各种规定。  

贸易专家称，所有这些都让他们在启动一宗大

型并购交易时三思而后行。 

“在最有吸引力的领域，外资明里暗里受到所

有权限制；而在不景气的行业，外资又不能参

与重组与整合，”荣鼎谘询(Rhodium Group)

分析师 Thilo Hanemann 说。他从事中国的国

际投资状况分析。 

上海美国商会 7 月 12 日发布《2017 年中国商

业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需停止实施偏向

国内公司、不利外资企业的政策和监管，报告

并对多年来的“系统性不公平现象”发起抱怨。

该报告的撰写是基于美国商会在华 426 家成员

公司的回复。 

虽然中国资产的买家从前面临诸多这类挑战，

但在贸易紧张和更广的政治不确定性背景下，

通常来讲他们并不是非买不可。 

“这两个国家之间有很多哗众取宠的作秀举

动，”美国一家银行驻香港的资深并购人士称。

“在对监管环境和监管形式不确定的情况下就

愿意布署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如今这样的

人不多。” 

情况还因为中国今年秋季将召开中共十九大而

进一步复杂化。 

上海投资咨询公司--凯源资本董事总经理陆修

泉(Brock Silvers)称，中国希望十九大之前一

切风平浪静，竭力控

制系统性风险，而

“十九大之后的任何

政策或改革措施都还

是未知数”。他并称

上周凯源资本建议一

家美国私募股权基金

在监管问题清晰之前，

推迟中国投资计划。 

近年来，中国当局加

强对海航集团等部分

收购慾望强烈中资企

业的审查，加剧了不

确定性，也导致交易

速度放缓。这使得投资者聚焦于这些企业所有

权及财务情况不透明的本质，削弱了这些企业

参与交易的吸引力，不论他们作为资产买方、

卖方还是任何交易的参与方。 

美国企业今年已宣布在中国进行 17 笔收购交

易，2016 年全年为 39 笔。并购交易的平均规

模从 2008 年的 7,300 万美元降至 4,300 万美

元，2008 年时美国企业的收购交易达到创纪

录的 120 亿美元。 

部分贸易专家担心，华盛顿对中国在美国投资

提案存在的国家安全风险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或许很容易就招来北京的报复。 

“从与客户的谈话中，我们感觉到对(中国的)

反垄断政策目前是否可能被用于区别对待外资

企业的担心，”顾问和谘询企业 Berkeley 

Research Group 旗下大中华和北亚地区争端

和国际仲裁业务主管 Mustafa Hadi 表示。 

据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尤其是在金融行业，

人们担心如果中美关系恶化，部分交易和改革

预期恐将落空。 

据直接知晓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摩根大通正

在洽谈与一家本土合作伙伴在中国成立新合资

企业的事宜；摩根士丹利也正考虑进一步增加

在中国内地投行业务的持股，今年其已将持股

比例提高至 49%。 

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均拒绝置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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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厂进军邮轮市场，欧洲同业心慌 

编译 张涛/孙茉莉/刘秀红/高琦/王丽鑫 

路透上海 7 月 25 日 - 中国船厂开始进军邮轮市场，以满足国内对于邮轮度

假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可能威胁欧洲船厂在这个规模达 1,170 亿美元产业

的主导地位。 

中国政府已将邮轮制造列为《中国制造 2025》的一项重要目标，以升级国

内制造业和支撑船厂就业。中国国内对于邮轮旅游的需求每年增长达 30%。 

中国积极发展价值较高的邮轮产业，令欧洲船厂心里打鼓。该产业需要复

杂的供应链来制造和装备豪华邮轮。一些欧洲船厂担忧，中国可能开始一

步步主导邮轮市场，就像最近数十年在货船市场发生的情况一样。 

“这是一项可能导致竞争严重扭曲的国家目标，”德国造船和海洋工业协

会(VSM)执行长 Reinhard Luken 表示。该协会代表德国海事企业，比如

Meyer Werft 和 Meyer Turku 等知名船厂。 

“如果中国定下了目标，就会有几乎无穷的资源可用。” 

不过业内专家称，对中国企业来说，学习如何建造邮轮并非易事，因为它

需要有复杂的供应商队伍提供诸多物品，从豪华地毯到隔音材料等不一而

足。 

日本三菱重工业去年 10 月放弃建造欧洲邮轮计划，之前为邮轮运营商嘉年

华(Carnival Corp)打造的两艘邮轮亏损超过了 20 亿美元。 

“(邮轮)就是海上的酒店，需要至少数百家供应商，”英国劳氏船级社

(Lloyds' Register)大中华区海洋及离岸业务开发部门总经理林立称。 

中国转入邮轮行业正是全球对货船需求骤降，导致诸多中国船厂关停之际。 

引入欧洲经验 

在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外高桥造船厂中，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已引入

包括意大利造船商芬坎蒂尼(Fincantieri)在内的欧洲顾问企业，来帮助学习

如何设计并建造邮轮。 

中船还引入芬兰瓦锡兰(Wartsila)等外国供应商组建本土合资企业。 

“芬坎蒂尼公司带来了数百名工人，中船还将技术人员送往英国进行培

训，”中船员工 Alan Mong 对近期赴船厂考察的媒体说。 

中船建造两艘邮轮的订单，其载客能力多达 5,000 人，这是今年 2 月同嘉

年华和芬坎蒂尼签下的价值 15 亿美元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并附有额外的

四艘邮轮选择权。 

两位行业高管表示，芬坎蒂尼受到其最大客户嘉年华的带动来帮助中国，

后者正在努力开发中国邮轮航线。上述人士因不想损及商业关系而不愿具

名。 

他们称，中国力争要在 2030 年以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邮轮市

场，中国政府告知嘉年华要帮助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亦能助其自身成长。 

中船没有回复路透的置评请求。中国商务部亦谢绝置评，称这是公司自己

的事务。 

嘉年华称其鼓励芬坎蒂尼参与这个造船项目，但也指出，嘉年华与中船集

团和中投公司合作推出中国首条国内邮轮航线的计划，是另外谈判的。 

芬坎蒂尼称，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纯粹是根据对中国市场巨大商机潜力的

分析。 

折扣竞争 

中国其他造船厂也闻风而动，提出了最高达 30%的折扣报价以及提前交货

的优惠，争取赢得西方邮轮公司订单。 

招商局工业集团在 3 月达成一份协议，将为总部在迈阿密的 SunStone 

Ships 建造最多 10 艘船。厦门船舶重工在 4 月赢得了芬兰维京公司(Viking 

Line)的 1.94 亿欧元订单，为其建造一艘可载客 2,800 人的邮轮。 

“有兴趣的造船厂数量让我们惊讶。”维京公司总裁汉尼斯(Jan Hanses)

表示，称有六家中国造船厂表达兴趣，其中包括广州广船国际、烟台中集

来福士、中航威海船厂。 

“竞争永远是好事...如果欧洲造船厂没有竞争，他们就会停滞不前。” 

根据行业刊物 Seatrade Cruise 数据，欧洲造船业者目前到 2025 年有 68

艘邮轮订单，轻松超越其他地区同业。 

造船厂 STX France 的 Force Ouvrière 工会代表 Nathalie Durand-

Prinborgne 称，有人担心法国船厂最终可能放弃与中国竞争邮轮市场，就

像以前对待 LNG 油轮那样。 

出于对技术转移的担忧，她表示工会反对芬坎蒂尼所提议的接管 STX 

France。STX France 在西部港口 Saint-Nazaire 拥有 2,600 名雇员。 

“芬坎蒂尼与中国企业结盟砸了自己的脚，还牵连了我们，”她表示。 

PFJ Maritime 首席顾问 Raoul Jack 称，试图阻止这种改变可能是徒劳。他

是中国企业进入邮轮市场的顾问。 

“大家都紧盯着最活跃的市场，”他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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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动汽车方兴未艾，几家业者已考虑藉由结盟省时省钱 

编译 陈宗琦/李爽/郑茵 

路透北京 7 月 27 日 - 中国诸多电动汽车初创企业中，有几家正在考虑结盟，

以共用资源、共同研发技术，从而更快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车市推出新

车。 

由于相关规定更趋严格，竞争愈发激烈，中国方兴未艾的电动汽车产业已

经出现整合迹象，奇点汽车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沈海寅表示，奇点与其他

四家企业--车和家、红星汽车、爱车公司、威马汽车--讨论结盟已有几个月

的时间。 

中国极力推动清洁能源汽车，以抗击空气污染，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根据上月公布最新的提议草案，北京当局要求汽车制造商的新能源车辆

(NEVs)销售到明年要达到 8%，2020 年增加至 12%。所谓新能源车辆指的

是电动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估，今年新能源车辆的销售约为 70 万辆，占中国

车市整体销售 3%左右。 

沈海寅对路透表示，这几家初创公司希望在 9 月底前完成结盟，然后在年

底前开始研发一个共用的电动汽车平台。 

他说，随着产业向智能、联网、电池驱动汽车转型，在都配备电气化动力

总成的情况下，汽车厂商愈发难以体现差别。 

“就像智能手机一样，各品牌手机用的都是相同的安卓操作系统，智能电

动汽车业应在用户体验和服务方面加强竞争，”沈海寅对路透表示。 

汇集资源和技术的举动凸显出，随着全球知名汽车厂商转战以特斯拉引领

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越来越大的压力促使中国初创企业在开发产品方面想

办法节省时间和资金。 

而且，由于担心一些初创企业在技术方面偷工减料，或组建公司的目的只

是为了获得诱人的补贴，中国决策者已经暂停批准成立新的电动汽车公司。

三位电动汽车初创企业创建人和高管对路透表示，监管机构在研究执照许

可程序，可能在明年初出台更严格的技术要求。 

威马汽车创始人兼执行长沈晖认为，未来对新科技的要求可能更加严格，

这是促使初创企业考虑结盟以开发汽车基础科技的一个主要因素。 

“政府担心一些新的初创企业，认为其中部分企业实际没有成为合法业者

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对路透表示。“这说明初创企业需并肩作战，来

迎接传统汽车业者带来的竞争。” 

总部设在上海的初创企业--爱车公司的发言人 David Jin 表示，“公司欢迎

中国法律以及反垄断法规许可的行业内合作及技术交流。我们需要了解更

多信息之后才能做出决定。”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付强没有对结盟的传言给

予评论，而是将问题转给了发言人。 

车和家的发言人以及红星汽车的一位管理人士亦未置评。 

零部件共享 

尽管汽车产业多年来努力通过统一汽车底盘技术降低传统汽油车的成本，

但企业在设计不同车型时经常仍是分头设计。 

“汽油车底盘经常有过度设计之嫌，”奇点汽车的沈海寅说，“谁需要能

够让你高速 180 度转向或者像障碍滑雪那样行驶的底盘？尽管我们想要为

电动汽车设计先进的底盘，但并不想生产那种规格过高的底盘。” 

威马汽车的沈晖表示支持结盟的设想，但暂时不大可能加入，因为其公司

第一款汽车将基于已经自主开发完成的车辆架构。 

奇点汽车的沈海寅表示，合并资源可以让联盟的成员用更少的钱，开发先

进得多的汽车技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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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基金经理看好投资前景，但慎防已晴转多云 

编译 王丽鑫/许娜/王颖/张若琪 

路透伦敦 7 月 21 日 - 随着利率和波动性降至低点，股价攀升至历史高位：对于全球顶级的一些资产经

理，投资前景要多好有多好。 

但仔细看看，有乌云正在形成，可能让这种晴朗的前景有些黯淡。投资者应该警惕债券收益率(殖利率)

上升、经济数据下行、或者大型新兴市场出现政策失误。 

时值大型基金经理对 2017 年余下时间提出投

资建议，有些人特别点出股市和以本币计价的

新兴市场债券可能会是赢家。 

原因不难理解。 

汇率、固定收益、和股票的市场波动性降至纪

录低点，意味着套利交易策略能带来极高的回

报。套利交易即投资者借入低收益货币，投资

到高收益货币资产。 

据汤森路透数据，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货币指数

今年迄今累计上涨逾 8.5%，有望创下 2010 年

以来最佳年度表现。 

尽管全球主要央行多年来实施货币刺激举措，

但通胀仍出现结构性下滑，这也意味着持有现

金或公债实际上不利于投资组合的表现。 

美银美林策略师估计，目前仅有 11%的发达

市场通胀上升，2 月时这一比例为 72%。 

难怪一些投资者认为，现在或许是买入股票的

最佳时机，因为顶尖工业化经济体的增长虽然

缓慢但却持久，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而

且通胀下滑。 

获利 

 投资公司特别喜欢看到的一个图形就是，盈

利回报率较债券收益率的溢价不断扩大。6%

的可观溢价表明，投资者将积极买入股票。 

考虑到获利回升，而且利率处在纪录低位，贝

莱德策略师表示，“没有太多理由”预计股票

估值指标将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返历史低位。 

但像 Rathbone Unit Trust Management 投资

总监 Julian Chillingworth 这样的投资组合经理

表示，从交易所上市基金(ETF)和被动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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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大量流入欧洲股市的资金，已经把股市提

升到他们认为有点高估的水平了。 

“我们感觉已经看到一些很好的经济数据了，

但拿不准这轮经济数据是否已接近顶峰，这样

的话经济可能不会急剧下滑，而是继续顺水行

舟。” 

德意志银行股市策略师表示，最近欧洲采购经

理人指数(PMI)的上升势头并没有信贷调查或

其他数据的支撑，表明未来几个月经济动力或

将减弱，并给股市带来压力。 

经济动能减弱叠加债券收益率上升，将是对股

市来说最糟糕的组合，因为股市回报与债券收

益率之间的差距将受到挤压。 

过去一个月，德国 10 年期公债收益率已上升

一倍至超过 53 个基点，如果欧洲央行为撤回

政策刺激做更多铺垫的话，可能还会进一步上

升。 

一些满不在乎的乐观 

无论其审慎的理由为何，在全球股市频创新高

之际，投资者正为防范市场下档而买保险。 

对巴克莱策略师的逾 400 档全球股票及欧洲主

动基金持仓分析显示，相较历史平均值，基金

经理持仓水平偏低，现金水平较高，显示对市

场涨势的可持续性抱持一些怀疑态度。 

富国资产管理投资组合经理指出了芝加哥期权

交易所(CBOE)标普 500 股指隐含波动率“恐

慌指数”(VIX 指数)，及其偏斜指数(SKEW 指

数) (俗称黑天鹅指数)间的差距，表明投资者

正支付代价以预防市场大跌风险而自保。 

 “即便隐含波动率极低，但 VIX 向股价大跌

隐含概率极高的一方偏斜--那显示市场并没有

你所想像的那么‘掉以轻心’。”他们称。 

但市场仍存在一些满不在乎的乐观。 

例如，印度股市 12 个月预期市盈率(本益比)高于 18 倍，较长期中位数 

高出一个标准差，表明若央行误判通胀数据并大幅降息，可能引发泡沫并令市场脆弱不堪一击。 

 “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今年已有两位数回报率，现在是适当时机撤出一些资金，而非在可能动荡时期加

仓加码了。”亚洲一家私人银行驻香港的策略师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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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上涨失后劲让能源公司空欢喜，逆境生存还要加倍节支 

编译 李春喜/侯雪苹/王琛/刘秀红 

路透伦敦 7 月 21 日 - 继年初短暂的压力缓解

之后，油价上涨失去了后劲儿，全球主要石油

和天然气公司料将加倍削减成本。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与该组织之外产油国

达成的减产协议，让能源公司看到了希望。减

产行动把 1 月的油价拉高到每桶 58 美元上方，

2016 年最低时曾达到 27 美元。 

但随着美国和其他不受减产协议约束的国家产

量激增，布兰特原油下滑到每桶 50 美元下方，

主要银行也下调了油价预估。 

投资人的目光再次转向埃克森美孚、壳牌石油

集团以及道达尔等大能源公司是否有量入为出，

以及在油价未能如预期般的涨到 60 美元情况

下获利的能力。 

自 2014 年中期油价从每桶逾 100 美元暴跌以

来，这些公司一直在严苛地削减成本。他们削

减了数千个工作岗位，舍弃了一些项目，出售

资产并压缩服务成本。 

辛苦的努力带来了回报。 

根据路透编纂的分析师预估，艾克森、雪佛龙、

壳牌、BP、道达尔(Total)、埃尼集团(Eni) 及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 4-6 月当季净利平均料较

上年同期增长一倍，尽管油价目前回到类似去

年的水准。 

到 2017 年初时，这几家油企的管理阶层表示，

以每桶 60 美元的油价，2017 年营运可满足支

出和派息需求。不过，对于多数企业而言，这

包括使用以股代息计划，投资者可选择股票股

息而非现金股息。 

“仍需继续努力” 

但之前的节支现在可能已经不够，因第二季布

兰特原油均价已低于 50 美元，2017 年均价预

测将在 54 美元。 

虽然第二季净利可能较上年同期攀升，但和上

季相比的情况则不同。根据分析师预测，第二

季净利料较第一季下滑 20%左右。 

“考虑到原油目前的价位，2017 年对这些公

司而言仍是过渡性的一年，这未必会支持投

资，”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泛欧油气股票调研负

责人 Jason Kenney 说道。 

“这个行业需要继续做出更多同样的努力，”

他说道，指的是需持续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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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股价下滑，股息收益率近几周已涨至近期

高位，突显了投资者的担忧。股息收益率是指

一家企业的股息支出与股价之比。 

壳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和道达尔周四将公布

第二季业绩，艾克森和雪佛龙将在周五公布。

BP 将于 8 月 1 日公布。 

Kenney 称，大型油企将损益平衡点油价设定

在每桶 55 美元，可能通过推迟投资、简化海

上和其它项目的设计、以及出售资产，来进一

步削减支出。 

Kenney 还称，石油行业约三分之二的资本支

出都流向了新项目，其余部分则用于维持现有

产量。 

“不再需要生命维持系统” 

各企业董事会已采取不同方法，来应对油价回

升颠簸局面。 

艾克森美孚和雪佛龙近几个月投资美国页岩油，

看好其开发成本相对较低，而且提取商业石油

所用时间较短，期望能从中获益。 

大西洋彼岸的壳牌、BP 和道达尔则更多聚焦

削减大型深海油气项目的成本，以便与低成本

页岩油气竞争。 

一些企业因持续的缩减成本而得到分析师认可。

在路透所调查的分析师中，道达尔获 18 个

“强劲买入”或“买入”评级推荐，壳牌有

16 个，雪佛龙得到 17 个。 

艾克森美孚获得的“买入”评级推荐最少，只

有 8 个。汇丰称，其较高的市盈率(本益比)以

及偏弱的产量增长前景，令其吸引力大打折扣。

艾克森美孚市盈率为 16.9 倍，高于壳牌的 

11.9 以及 BP 的 10.3。 

石油巨头今年以来的表现弱于整体股市。对一

些人来说，当前估值水准富有吸引力。 

 “基本面环境看起来相当不错，因为在这样

的环境下，企业可以削减成本和人力、不用进

行任何开发，”Guinness Asset Management

能源基金联席经理 Jonathan Waghorn 称，

“他们在油价每桶 55 美元时就已脱离生命维

持系统。”该基金持有壳牌、BP、道达尔以

及雪佛龙的股票。(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