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如果说五年前刚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

只有一个初步轮廓，那么五年后的今天，习近平在中共十九

大报告中对中国梦给出了更详细的实现路径，在强调坚持党

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 14 条治国基本方略下，中国经济发展

的终极目标是“以人为本”。 

周三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在长达三个

半小时的报告中不仅详述了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成果和继

续完善的决心，亦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给出了明确的政策信号，包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腐

败决心不动摇等。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写入中

共十九大报告，中国金融高官周四对此解读认为，这实际上

是监管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逆周期调节，以达到保持物价

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 

实际上，随着去年开启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中国就已

在实践双支柱调控框架。金融高官们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

代表会议上指出，金融强监管效应逐步显现，不过期望十九

大之后放松金融监管的愿望恐要落空，未来金融监管将越来

越严，可以期待的则是金融业扩大开放的步伐。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依然在向好的轨道上平稳运行，三季

度 GDP 增速较前两季略下滑但符合市场预期，今年达到甚

至超出 6.5%的目标几成定局，三驾马车走势更为均衡，也

印证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开幕报告中所言，中国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对于四季度经济走势，分析人士普遍预计，会有一定温和

下行，主要基于环保限产加码对工业、制造业的制约，财

政支出增速放缓拖累基建，而且三季度表现超预期的房地

产投资可能也会在销售降温之下承压。不过尽管如此，经

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意味着当前政策基调不会大变。 

那些冒着数万亿美元及其声誉风险来拯救全球经济的主要

央行领袖们，如今正准备退出舞台，而值此之际，危机的

影响犹存、科技进步及政治版图蠢蠢欲动将令他们的继任

者备受挑战。 

美联储主席、日本央行总裁和中国央行行长在 2018 年初

全都将走马换将，隔年欧洲央行总裁也将换了他人。这些

新的央行领袖将必须处理 2007-2009 年危机及其后续余波

的余毒，以及新生成的风险。 

在 1987 年的股市崩盘 30 年之日，美股站上纪录高位，投

资者担心高估值可能意味着修正已经蓄势待发，即便企业

营收良好和经济增长稳健。但“黑色星期一”能否重演？

现代交易技术、交易所运营方式和投资者基金管理方式改

变，应会阻止 1987 年的崩盘再次发生。不过谨慎的交易

商不愿将这种可能性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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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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详述中国梦实现路径,经济发展终极目标“以人为本” 

作者 沈燕 

路透北京 10 月 18 日 - 如果说五年前刚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提出的

“中国梦”只有一个初步轮廓，那么五年后的今天，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

报告中对中国梦给出了更详细的实现路径，在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的 14 条治国基本方略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以人为本”。 

周三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报告

中不仅详述了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成果和继续完善的决心，亦对中国经

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出了明确的政策信号，包括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反腐败决心不动摇等。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习近平称。 

习近平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他表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

的根本动力。”习近平称。 

报告同时提出了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发展条件，从 2020 年

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

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

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

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

奋斗十五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到那时，中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

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并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14 条基

本方略进行了阐述，包括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等。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习近平提出的重要

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把 

“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

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 

“中国梦”的核心目标也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也就是：到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

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致力中国经济从大到强的转变 

虽然中国前四十年的经济改革将经济总量推升至跃居全球第二，但却面临

大而不强的尴尬现实。而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眼下更面临着改革如何推

进，社会如何变革，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等一系列现实难题的考验。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

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

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

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

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中

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

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着增强中国经济质量优势。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表述中，报告延续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

调，明确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

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

胜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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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税和金融改革的表述中更聚焦于原则性的基础性的改革，其中财政改

革明确聚焦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和预算制度改革，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

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

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

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

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 

经济社会发展最终目标是以人为本 

如果说十九大报告对中国梦的实现给出了更清晰的答案，那么实现国富民

强的中国梦核心终是以人为本的终极目标，体现在社会民生的公平和正义

上。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必须始终

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习近平在报告中称。 

他指出，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

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习近平在报告中并再次提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

民住有所居。 

针对中国污染严竣的现状，报告明确提出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

为。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

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

制度。 

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

责。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

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

实。”习近平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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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高官详解双支柱调控框架，监管趋严但扩大开放可期 

作者 李文科 

路透北京10月19日 -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

写入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国金融高官周四对此解读认为，这实际上是监管

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逆周期调节，以达到保持物价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

的作用。 

实际上，随着去年开启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中国就已在实践双支柱

调控框架。金融高官们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会议上指出，金融强监

管效应逐步显现，不过期望十九大之后放松金融监管的愿望恐要落空，未

来金融监管将越来越严，可以期待的则是金融业扩大开放的步伐。 

“十九大以后我们会不会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回答是肯定的，...我觉得

今后总的趋势是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银监会主席郭树清称。 

据其介绍，银监会坚持立查立改，效果明显，当前同业资产负债规模减少2

万亿元人民币，同业理财和委托贷款净减少，理财增速大幅下降。 

央行行长周小川则指出，在调控框架中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在常规的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顺周期的因素太多，经济好的时候，股

票市场也好，公司盈利也多，同向推动的力量比较大。所以，要引入所谓

逆周期的政策措施。 

央行副行长易纲则提到，中国在2011年就正式引入了差别存款准备金的动

态调整机制，这样就要求整个金融机构的扩张速度要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

适应，要和他们本身有多少资本金相适应，这就是宏观审慎最主要的内容。 

此外，对于去杠杆，周小川强调，总量阀门把握好，不至于膨胀过快，整

个杠杆率就会有所下降；同时，要注意家庭部门债务杠杆率这几年增长比

较快，未来要注意质量，要使增量部分保持稳健和高质量。 

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

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架构，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

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明确双支柱调控框架，重点防止“明斯基时刻” 

对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易纲指出，以应付物价稳

定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对于整个金融改革来说还不够，有些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主要来源是金融体系适应周期的波动和跨市场的传染，所以要让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作为双支柱相互配合。 

“宏观审慎政策实际上对适应周期性和复杂的金融市场的化学传染对症下

药。因此，我们在这些实践中，对理论和实践经验中的要求，要健全货币

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他说。 

在他看来，双支柱调控框架可以满足保持币值的稳定，并维护整个金融系

统稳定的目的。 

郭树清则指出，现在各个机构对资产类别的划分是有差别的，要把不良贷

款和不良资产充分暴露出来，加大处置力度，并要防范其他各个方面的风

险，特别跨领域、跨市场风险以及防范外部冲击的风险。 

周小川并强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也要重点防止“明斯基时刻”。 

“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的坡度得到巨大的放大，那

么在顺利的时期过于乐观，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刻，就出现所谓

明斯基瞬间，所谓的“Minsky Moment”，这种情况的剧烈调整，这是我

们重点要防止的。”他称。 

银监会上月称，自上半年采取一系列整治市场乱象和弥补制度短板的政策

措施以来，银行资金空转减少，8月继续延续这一态势，同业业务持续收缩，

同业资产、同业负债分别较年初减少3.2万亿元和1.4万亿元，同比增速分

别为-13.8%和-1.6%。 

扩大金融业开放值得期待 

不过，无论是银行业，还是金融市场，中国都有意大步推进金融业的对外

开放。周小川指出，无论是之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还是十九大报告，都

传递出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信号，中国会朝着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方向发

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准入方面。 

之前，中国已经在市场准入开放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比如沪港通、深港

通还有债券通，甚至是“一带一路”等。 

郭树清就提到，要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目前外资银行发展总体稳健，但

在银行业市场份额中外资行的份额是下降的，不利于促进银行业扩大对外

开放，未来将在持股比例、业务范围给予外资行更大空间。 

在汇改方面，周小川指出，一个汇率的浮动更加依靠于市场供求关系来决

定，以及人民币更多的成为可自由使用的货币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进程，

因此过去已经取得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过程还没走完，所以今后

还会继续向前推进。 

“人民币波幅的扩大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当然，有时候扩大一下汇

率浮动区间，也是释放一个扩大开放的信号，显示汇改会继续向前迈进。”

他称。 

国家外管局局长潘功胜也强调，要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防范跨境资

本流动风险，维护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安全，具体包括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

兑换，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在合

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框

架，和微观市场监管体系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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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运行在平稳向好轨道，“前高后低”不改政策基调 

发稿 路透中文部；撰写 宿泱韫 

路透北京 10 月 19 日 -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依然在向好的轨道上平稳运

行，三季度 GDP 增速较前两季略下滑但符合市场预期，今年达到甚至超

出 6.5%的目标几成定局，三驾马车走势更为均衡，也印证了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中共十九大开幕报告中所言，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 

对于四季度经济走势，分析人士普遍预计，会有一定温和下行，主要基于

环保限产加码对工业、制造业的制约，财政支出增速放缓拖累基建，而且

三季度表现超预期的房地产投资可能也会在销售降温之下承压。不过尽管

如此，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意味着当前政策基调不会大变。 

“三季度 GDP 微降至 6.8%，但结构上更加合理和平衡。”摩根士丹利华

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预计，四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速回落至 6.7%：

一方面是因为去年四季度基数较高，其次前期三四线城市棚改货币化拉动

的房地产销售对房地产投资的滞后效应会有所减弱，加上出口和补库存拉

动效应进一步减弱。 

政策上，他称考虑到实现 6.5%的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基本已成定局，在货币

和财政政策立场方面不会有明显方向性的改变，但可能会继续出台有针对

性政策来拉动民间投资和推进产业升级和节能环保相关的制造业投资。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今年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6.8%，环比增 1.7%，均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一致，前三季度 GDP 同比增

长 6.9%。统计局同时上修 2017 年一季度和二季度 GDP 环比增速至 1.4%

和 1.8%，原本为增长 1.3%和 1.7%。 

 9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10.3%，高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的 6.2%和 10.2%；环比则分别增长 0.56%

和 0.9%。 

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5%，低于路透调查中值 7.7%；民间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4%。 

“经济连续九个季度运行在 6.7%-6.9%的区间，发展的韧性明显增强。”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表示，从前三季度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支

撑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有利因素在不断积累增多，

所以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还将持续发展，可以说

全年有望更好实现预期发展目标。 

据其介绍，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 64.5%，资本

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 32.8%，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是 2.7%。其中，消费的贡献率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2.8 个百分点，比

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出了 31.7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第一驱动力的作用。 

九州证券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三季度 GDP 符合其关于经济“前高后低”

的判断，周行长的“7%”落空，市场需要修正周行长发言的影响。他判断

2017 年经济既没有“强复苏”，也没有“二次探底”。一方面，由于“房

地产+出口”动能对经济拉动作用的高点可能渐显；另一方面，环保限产的

再一次加码，有可能进一步压制供给侧改革相关行业的增加值，从而拖累

下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此前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回升，

上半年 GDP 增速达 6.9%，下半年有望实现 7%，推动力主要来自家庭部

门消费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整体杠杆率开始出现下降，虽然幅度不大，

但趋势已经形成。周小川此番表示一度让市场预计三季度经济可能超 7%。 

投资增速承压 

三季度房地产投资的超预期表现支撑整体投资增速，但展望四季度，分析

人士指出，受制于资金来源，基建投资面临一定下行压力，而环保限产在

冬季可能进一步加强，拖累制造业投资，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年内可能承

压。 

统计局的邢志宏称，房地产调控效果在逐步显现。一线城市房价经过调控

以后，现在市场预期比较稳定，投资投机性的需求得到了有力遏制；由于

在房地产调控过程当中，采取了因城施策、因地制宜的办法，而不是一刀

切的调控，所以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长是比较平稳的，对经济的发展依

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房地产的风险也得到了有效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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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讯证券的李奇霖、张德礼表示，从土地购置面积数据看，土地购置费应

该是 9 月地产投资增速回升的主要动力，建安投资预计是放缓的，受制于

房企到位资金增速回落，预计四季度地产投资将重新走弱。 

“而受制于资金来源，基建投资增速有进一步放缓的压力。在环保限产和

利润分化下，制造业投资缺乏企稳回升的基础。反映在数据上就是，四季

度 GDP 增速可能进一步回落。”他们称。 

统计局数据显示，房地产投资前九月同比增速从 7.9%升至 8.1%，但房地

产销售累计同比增速连续第三个月放缓，开发商拿地意愿仍积极，土地购

置面积和价款累计同比增速分别比上个月提高 2.1 和 3.6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工业投资同比则增长 3.3%，其中制造业投资 140,819 亿元，同比

增长 4.2%，增速回落 0.3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9.8%，增速

与 1-8 月份持平。民间投资增速也进一步下滑，1-9 月同比增长 6%，创年

内最低水准，1-8 月为增长 6.4%。 

摩根士丹利的章俊认为，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下滑说明制造业企业在目前

需求复苏和工业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资本开支的意愿依然较弱。大部分民

营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明显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他们的投资步伐，侧面反映在民间投资增速在三季度持续放缓。 

他指出，政府持续出台一系列激发民间投资的政策（包括最近的普惠降

准），伴随着这些政策在未来逐步落实，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有望企稳

回升。 

政策基调不改 

三季度数据证实中国经济仍运行在平稳向好的轨道上，这也意味着当前的

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无需做出太大改变，从十九大期间决策层的表态来看，

未来将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招商银行资管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认为，在地方政府融资约束日益加强，

制造业投资难见起色的条件下，房地产难以独自扛起投资大旗，且未来地

产销售、投资的双降是大概率事件，而消费预计保持平稳，因此在总需求

拐点呼之欲出的背景下，四季度包括 2018 年中国的经济增速预计将进一

步回落。 

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经济今年以来的韧性持续好于预期，十九大所提及的

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一带一路等也将持续为经济增长提供动能，因此

未来中国经济的回落将是较为温和的，难以出现断崖式下跌，货币政策和

监管政策的放松进度也会较慢，甚至不排除为应对金融风险而阶段性加码

监管的可能。 

中国央行 9 月 30 日宣布将自明年起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最多可

下调 1.5 个百分点；央行及市场解读称，此次定向降准并不改变稳健货币

政策的总体取向，全面降准无望，其目的在于支持实体经济，而非金融市

场。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蔡浩也称，因为前三季度的经济表现整

体超出年初的预期，达成全年经济增速目标的压力很小，预计四季度货币

政策框架不会有大的调整，依然是在去杠杆政策目标下保持稳健中性。 

习近平十九大开幕报告中，财税和金融改革的表述更聚焦于原则性的基础

性的改革，其中财政改革明确聚焦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和预算制度改革，

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金融方面，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

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关于货币政策及宏观审慎双支柱监管框架，央行行长周小川周四表示，央

行调控首先用货币政策，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对目标有一定调

整，工具箱进一步丰富；同时，宏观审慎调节是因常规调控中顺周期因素

多，所以引入逆周期举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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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央行领袖将走马换将，后继者面临的挑战不容小觑 

编译 戴素萍/王琛/许娜/王颖/杜明霞 

路透华盛顿 10 月 16 日 - 那些冒着数万亿美元

及其声誉风险来拯救全球经济的主要央行领袖

们，如今正准备退出舞台，而值此之际，危机

的影响犹存、科技进步及政治版图蠢蠢欲动将

令他们的继任者备受挑战。 

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主席、日本

央行总裁和中国央行行长在 2018 年初全都将

走马换将，隔年欧洲央行总裁也将换了他人。 

这些新的央行领袖将必须处理 2007-2009 年

危机及其后续余波的余毒，以及新生成的风险。  

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为拉抬各自经济

所购入的约 10 万亿美元资产还留在帐上，而

且将必须予以缩减。全球通胀率顽强地低迷，

加上经济成长疲弱，让重回更传统的政策变得

更加棘手。中国和欧洲的改革尚未完成，同时

民族主义的兴起则可能侵蚀央行的独立性。 

更有甚者，加密货币和其他科技的普及有削弱

央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之虞。 

“坏消息是，在危机中人们寓学于做，”长期

在美联储任职，现任投资公司 Standish 

Mellon 首席经济学家的 Vincent Reinhart 说道。

“下一批人是否具备容许他们那么做的经验呢？

他们是否会进行测试？” 

央行总裁的更替可能导致(央行政策)进入不可

预知的方向。中国国家主席正在考虑让一名省

级官员接替周小川，后者自 2002 年以来一直

担任人行行长，分析师认为他是改革派人物，

若没有他的领导，改革可能无法进行下去。 

在美国，当叶伦的任期在 2 月初结束时，特朗

普将获得机会在美联储贯彻他“美国优先”的

理念，而联储是一个具有无可争议的全球角色

的机构。 

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推出令人震骇的、达到

纪录规模的货币刺激政策，扶助日本经济脱离

多年滞胀而广受好评。黑田东彦的任期将于明

年 4 月结束，预计日本经济将持续增长，但通

胀仍远低于央行的目标水平，助燃人们对央行

政策整体成效的质疑。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任期将到 2019 年底左右，

但对继任人选的博弈可能让欧盟内部的紧张关

系延续，英国退出欧盟、经济超级大国--德国

与其它欧洲国家的利益冲突、对民粹主义兴起

可能削弱欧洲央行为欧元区 19 国制定货币政

策的能力的担忧引发了这种紧张关系。 

“考虑到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割裂，欧洲央

行的行为可能会相当大幅地摆荡，”彼得森国

际经济研究所主席普森(Adam Posen)称。 

叶伦、黑田东彦和周小川周日在参加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间隙，一同现

身就全球经济发表讲话。 

对于一群在任期内改造了央行的人来说，这就

像是某种形式的“告别会”。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各国货币政策决策者通常

避免暗示相互间的直接合作，基本上根据国内

需求调整政策。不过，目前在任的这四人已共

同执掌全球金融系统多年，他们在数不清的国

际会议上会面和讨论，并且一起应对重大危机。  

在此期间，他们推出了开放式的央行资产购买

计划、引入了负利率、防止欧元区分裂、并敦

促中国进一步开放及进行汇率改革。2004 年

以来一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叶伦，既帮助制定

危机应对措施，又引导美联储转向更常规的政

策。 

新领导新主张 

政策有可能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叶伦以及尤其

黑田东彦在明年春季任期到期后，可能获得连

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料将于 2018 年上半

年退休，最有可能的接任者之一和他属于同样

的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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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确定他们三个是否都会离任，”欧元集

团主席迪塞尔布洛姆对路透表示。迪塞尔布洛

姆将于 1 月任满离职。 

“一般来说，失去经验总是有风险。但这也是

生活中无法改变的现实。” 

但现在看来情况可能是，到明年年初，全球前

两大经济体将有新任、可能更加内向型的央行

领导人。 

周小川的继任者上任即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大

力推进政策向市场化转型，以及如何解决庞大

的地方和企业债务问题。 

而可能接任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一些人选，

在利率、通胀和如何对抗严重经济衰退等方面

与叶伦看法不同。 

前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审议委员白井早由里称，

美联储从近零利率和购债平稳过渡到稳步收紧

的货币政策，证明了叶伦坚定的掌控力和良好

的沟通能力。 

这种平稳“归功于美联储在叶伦领导下与市场

的沟通技巧得到提高，”她说。 

Reinhart 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要央行已

经处于过渡期，因当前央行领导处理问题的方

式都有助于平稳交接。 

比如，无论特朗普提名谁担任美联储主席，都

将有一个明确的“渐进”升息路径和缩表计划

可供依靠，至少最开始会是这样。外界也预计

德拉吉将在余下任期内缩减欧洲央行购债规模，

并朝着更传统的货币政策迈出最初的步伐。 

周小川为人民币作为全球性货币的更广泛使用

打下了基础，为他的继任者减轻了国内外对中

国有管理汇率制度的压力。 

但继任者必须对新问题保持警惕。金融监管仍

在不断发展演变，似乎很少有政府愿意解决债

务高企及权益支出上升的问题，抑或是成功应

对了工作和薪资方面的变化。 

Posen 警告称，鉴于通胀和利率依然十分低迷，

政府拖后腿，而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十分紧

密而复杂，”新的政策制定者并没有一套经过

实践检验的做法。 

“我们还没有一套合适的工具和理念去应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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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鲁兹夜未眠：空客暗度陈仓进入美国市场，让波音措手不及 

编译 张明钧/刘秀红/侯雪苹/汪红英 

路透法国图鲁兹 10 月 17 日 - 两年前，在路透取得相关谈判的消息之后，

空中客车执行长 Tom Enders 决定中止收购庞巴迪 C 系列喷射客机项目的

协商。周二他态度丕变，转向支持一起内容相似的交易，两次做出的决定

的时间都在深夜。 

这家欧洲最大航太集团深夜做出的决定震惊飞机产业；最近几周波音和庞

巴迪之间的贸易争端备受业界瞩目，C 系列飞机恐将受到美国巨额进口税

负的打击。 

如今，美国航空业者订购的 110-130 人座 C 系列飞机，将在空中客车的美

国阿拉巴马州组装厂生产，绕开了任何潜在的进口关税惩罚，此举杀得波

音措手不及。 

波音在诉状中称，C 系列客机可能会对美国就业岗位造成冲击。如今分析

师指出，此一形势的转变反而可能为美国共和党关键州创造就业，不过波

音称这两家获得补贴的竞争对手的交易相当可疑。 

这起交易同时暗示空中客车推销 A319 的努力画下句点；A319 是空客旗下

最小的喷射客机，已经多年没有销售实绩。 

“空客和庞巴迪就 C 系列客机的意外合作，为这一新机型的未来打下包票，

挤掉了 A319，给波音带来威胁，”Leeham Co 分析师 Scott Hamilton 写

道。 

但战略而言，此举影响远超波音和庞巴迪的纠纷，还有可能引发其他飞机

制造商的还击，包括波音本身在内。 

商用飞机领域有四强企业，其中空客和波音占主导，这两家公司共享 150

座以上飞机的市场。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和庞巴迪则在 100-150 座市场以及较小型支

线喷气飞机市场竞争。 

但中国和俄罗斯成为后起新秀，争取打入这一年度规模达 1,250 亿美元的

商业市场，日本等规模相对较小的区域竞争对手也在跟进。 

波音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结盟? 

周二的协议拉开了行业重新洗牌的大幕。自空中客车前执行长加洛瓦六年

前警告市场变得过度拥挤，许多人就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幕。 

尤其是，这可能推动波音加强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既有合作关系巴西航

空工业公司的 E2 喷射客机，是最可能因 C 系列协议而受到负面影响的机

型。 

“全球有两家顶级飞机制造商，同时还有两家二线飞机制造商，”Teal 

Group 分析师 Richard Aboulafia 称。 

“空中客车和庞巴迪目前成了盟友，这大幅提升了波音和巴西航空工业公

司加强结盟作为应对的可能性。” 

这种作法长久以来一直在私下进行考虑。 

C 系列的优势来自一款新型高效引擎。C 系列在 2008 年推出后，最终促使

空中客车在旗下 A320 飞机上采用同一代引擎，以保护其主要获利来源。 

这转而迫使波音在 2011 年放弃了一款全新单走道客机计划，选择用类似

引擎把畅销机型 737 改造升级为 737 MAX。 

但据熟悉该项目的两位消息人士称，波音已经设计了一款全新的飞机，这

款新飞机应该会涉及到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密切合作。因此，两家公司

加强合作的模板已经存在。 

波音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未予置评。 

两家公司已在包括跑道安全和航空煤油替代产品等项目方面展开合作。两

家公司的合作在近年来有所加强，包括波音承诺联合销售并支持巴西航空

工业公司的 KC-390 军用飞机。 

空客和庞巴迪的交易也意味着中国的战略推进将暂停，中国被普遍认为是

空客和波音未来最有力的竞争者。 

负债累累的庞巴迪在等待空客对 C 系列客机回心转意之际，也一直在与中

国进行谈判。 

“中国未能收购 C 系列，因此错失了一个推进其目标的良机，”一位业内

策略师说。 

产品策略 

这起交易对于空客及波音的产品策略及技术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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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接近庞巴迪的消息人士表示，空客将利用 A321neo 及 C 系列分别从

上下两路夹杀波音的 737 MAX 8 机型。部分评论人士称，也可能会开发加

大版的 C 系列飞机。 

不过评论人士指出，航空公司不想要这种拼拼凑凑的产品。这起交易与空

中客车产品册子上的一个核心哲学相冲突：生产一系列相容的飞机家族，

从而可以简化机师和维修人员的调度。 

空客也将取得具有潜力的技术。 

庞巴迪在贝尔法斯特工厂的员工正利用一种创新的技术来生产机翼，未来

或许可以应用在空客的飞机上；在波音和庞巴迪争端中，贝尔法斯特厂的

就业机会成为政治风暴的焦点。 

这可能使得波音和空客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年来的争端加剧。庞巴迪

贝尔法斯特厂接受这类英国政府的资助，意味着近期贸易摩擦可能在 WTO

更大规模的展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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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要在中国狙击苹果，漫漫诉讼路不易走 

编译 李春喜/汪红英/张明钧/张涛/李爽 

路透上海/北京 10 月 17 日 - 高通想要击中苹果的要害：在中国的 iPhone

销售。中国是苹果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苹果的多数旗舰手机都在中国

生产。 

法律专家称，高通从司法途径下手，申请禁止 iPhone 的生产和销售，可能

让全球的 iPhone 供应陷入瘫痪，而 iPhone 是苹果最重要的产品。但许多

人认为高通要达到这个目的也不太容易。 

知识产权律师称，相反高通可能会通过旷日持久的诉讼使苹果受挫，以在

双方的专利费纠纷中取得优势。在中国这样的官司可能持续数年时间。 

高通本周表示，已经在北京的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控诉苹果侵犯其专

利权。如果获得法院支持，苹果可能被禁止在中国销售或生产部分 iPhone

手机。 

两家公司在从美国到欧洲和亚洲的全球范围内就多个方面相互提起诉讼，

但在中国的官司尤其棘手，因为 iPhone 几乎全部在中国由代工商鸿海生产。 

“实际上--如果(在中国)禁令成功--那么相当于在全球发出禁令，会阻止(苹

果)从中国出口，”北京东方亿思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专利诉讼负责

人、前高通专利事务主管 Erick Robinson 说。 

“中国依然不可预知，苹果若败诉会损失很大。” 

苹果在美国对高通提起了反垄断诉讼，在英国、日本、中国和台湾也有近

十几起诉讼，指控高通对其技术收取不合理的价格。 

高通反过来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申诉，寻求对苹果的禁令，并

在德国提起了申诉。现在又将目光转向了中国。 

但律师们称，在中国寻求对苹果的禁令是项艰难的举动。 

苹果供应商在中国有数以十万计的员工，因此当局或许会有所顾忌，若禁

止 iPhone 在中国生产可能会打击本国就业。 

更重要的是，受访律师表示，两家公司都不太可能让该案走到发出禁令这

一步。他们揣测高通的主要意图，是在协商最终和解时增加谈判筹码。 

一名驻上海的智产权(知识产权)律师表示，得花上“一两年”的时间才可

能让禁令威胁迫在眉睫，但这最终仍将让人坐立难安。 

“若真的发出禁令，后果不堪设想，”该名律师表示。他不愿具名，因为

苹果和高通都是他事务所的客户。 

“这是高通对付苹果的重要筹码。” 

智能手机目标 

高通并未言明哪些型号的 iPhone 手机将纳入诉讼中，但高通的发言人

Christine Trimble 则指出，将涵盖 iPhone 7。这些专利包括节能技术，以

及在较新款 iPhone 中推出的压力触控(Force Touch)功能。 

Trimble 向路透表示，“我们在那些诉状中主张的专利并非手机无线技术。”  

“这些专利是苹果没向高通付钱就使用的许多高通技术中的一部分。” 

苹果表示，高通的诉求“缺乏法律依据”。苹果以前说过，它为所用的专

利支付了公平合理的费用。 

“全球各地的监管机构均曾做出裁决，认定高通多年来滥用自己的市场地

位。该项诉求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就像他们的其他诉讼伎俩一样，我们相

信这项最新法律行动也将失败，”苹果驻上海的一名发言人士表示。 

中国监管机构 2015 年裁定高通违反中国反垄断法，对其罚款 9.75 亿美元。

台湾公平交易委员会上周表示，将因类似问题对高通罚款 7.74 亿美元。 

“相互确保摧毁” 

律师表示，苹果可能在中国法院针对高通提起更多的不公平竞争或反垄断

诉讼，或者寻求中国专利机构裁定相关专利无效。 

苹果可能也会寻求，在等待专利无效判决出炉期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暂

时搁置这些专利案件。而后，该法院需要经过一系列庭审，然后才有可能

发出禁令。 

“鉴于已知情况和各方状况，这种案件不太可能很快发出禁令，”律师事

务所 Clyde & Co China 的知识产权部门主管 Elliot Papageorgiou 表示。 

去年北京一法院下令苹果禁售 iPhone6 和 6 Plus 机型，称其与深圳佰利

(Baili)100C 智能手机在设计上太相似，但今年这一裁决遭撤销。 

但禁令要求经常被用来加强谈判地位，在专利诉讼中并没有太大效果。到

一家法院对这种案件作出裁决时，涉案产品通常都已经过时，被告公司已

经推出了不使用争议专利的新型产品。 

“实际情况是，双方应合作并避免相互伤害，”北京的 Robinson 表示。

他估计需要 18 个月才有可能发布禁令。 

“苹果一直在美国和中国给高通出难题；高通拥有专利，只要它想，就可

以完全阻断苹果的生产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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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制钢丑闻进一步暴露“日本制造”金字招牌裂痕 

编译 蔡美珍/张涛/张若琪/王灿 

路透东京 10 月 13 日 - 在曾经被受推崇的“经连会”系统下，日本制造商

与供应商之间基于信任的紧密合作关系，让“日本制造”成为工业品质及

可靠的代名词。 

但这个美名已经在过去几年凋零。 

神户制钢只是一连串日本企业造假丑闻的最新一起，让日本企业的高品质

招牌再受打击。 

看起来可能是日本政府推动加强公司治理的努力，带来更多不当行为被踢

爆。 

但问题根源其实是，日本制造业者在艰苦面对国内市场萎缩及全球竞争加

剧之际，未能跟上现代的合规标准。 

随着企业焦点从轻松的套交情业务转移到市场运作机制，日本制造业者不

得不参与价格竞争，并努力扩大客户来源。 

“全球竞争不断增强，迫使日本制造商削减成本以提高效率，同时还要完

成通常难以达到的生产配额，”Tokyo Kasumigaseki 律所的律师

Motokazu Endo 表示。 

“keiretsu(企业集团)”制度以前是日本汽车产业的根基。汽车产业顾问及

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合伙人 Hitoshi Kaise 表示，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

激烈，那些汽车厂商现在减少对供应商的投资，而且用于检查那些供应商

工厂产品的时间越来越少。 

此外，由于人口萎缩和来自亚洲邻国的竞争加剧，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几

十年的低迷状态。 

早稻田大学教授及企业治理专家 Hideaki Miyajima 表示，这些压力有可能

削弱了日本企业的竞争能力。 

走得太远 

无良制造商的名单很长，而且上榜者还在不断增加。 

日产汽车因违反安全检查规定，被迫召回最近三年在日本出售的所有新车。 

铃木汽车和三菱汽车出现汽车能效测试造假丑闻；而现已申请破产的安全

气囊生产商高田，以及东洋橡胶工业和旭化成也均曾爆出不正当行径。 

“虽然着重于目标在一开始是正确的，但做得过度了，许多无法达到目标

的企业得靠蒙骗。”生产品质专家暨文教大学教授 Hiroshi Osada 称。 

专攻企业合规的律师 Nobuo Gohara 表示，过去 15 年来合规规则趋于严格，

但许多日本企业仍遵循以往的惯例行事。他在奥林巴斯 2011 年爆出会计

丑闻后曾参与对该国公司的审核。 

“工厂内潜藏许多这类问题。”他说。 

悉尼科技大学企业治理专家 Thomas Clarke 教授指出，随着中国在内的其

他亚洲经济体的产品质量标准和可靠度不断提高，日本恐有输掉之虞。 

董事会也需改善 

问题还不只是数据造假。 

日本东芝仍在应对会计丑闻，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商东京电力也被指

存在一系列不当行为。 

就在本周，日本核监管机构称日本原燃(Japan Nuclear Fuel)违反了安全规

定，其六所村核电站伪造记录称安全检查已经完成。该核电站的启动数据

已经推迟公布了 23 次。 

文教大学的 Osada 表示：“即使采取措施强化对公司的外部监控，也不可

能每天进行检查。”在 2010 年丰田汽车的召回危机中，Osada 曾担任外

部审计委员会委员。 

Osada 补充说：“企业必须更加努力地发展这样一种文化，让员工能够提

出自己的顾虑，对上级说不，通过团队合作来发现其他员工的不当行为。” 

身为律师的 Japan Corporate Governance Network 总裁 Shin Ushijima 表

示，应当对日本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予以更多关注。丑闻曝出时他们的参与

不够积极。Ushijima 指出，企业往往过于依赖委任并非真正独立的外部委

员会。 

Ushijima 说，公司治理改革产生了一些影响。他说：“虽然并不完美，但

东芝的董事会在改组之后得到改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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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冬季产能关停举措料使氧化铝短缺问题雪上加霜 

编译 王琛/戴素萍/张若琪/龚芳 

路透伦敦 10 月 20 日 - 随着中国治理环境而关

停产能，氧化铝的短缺问题或将在未来数月加

剧，迫使炼厂争抢供应，从而推高氧化铝价格。  

5 月以来，氧化铝价格已飙涨 73%，而且可能

还会进一步走高；但明年初价格可能回落，因

冬季产能关停之后中国炼厂将再次恢复生产，

同时一些新产能也将投产。 

“氧化铝市场遭遇完美风暴。冬季产能关停之

前，市场人气急升，”英国商品研究所(CRU)

资深咨询师 Anthony Everiss 说道。 

为减少污染排放，中国对重工业实行史上最为

严格的冬季减排措施，其中也包括铝炼厂和氧

化铝加工厂。 

Wood Mackenzie 资深分析师 Ami Shivka 表

示，在冬季减产即将到来之际，氧化铝买家的

主要关注放在铝冶炼厂的减产，而不是氧化铝

精炼厂及铝土矿的关停。 

她表示，一些冶炼厂认为，铝生产减少将会造

成氧化铝过剩、压低价格，因此它们不愿买进。  

但铝土矿意外突然关闭，对供应链造成了多米

诺骨牌效应。 

“冶炼厂正在消化库存，但铝土矿检查一事却

让它们完全措手不及，”Shivka 表示。 

额外关停？ 

随着精炼厂铝土矿即将用尽，河南省较预定计

划提早两个月开始削减氧化铝产量。 

中国 8 月铝土矿进口增加 46%，氧化铝进口

则激增 123%，也反映出短缺的情况。 

根据 Metal Bulletin 的澳洲离岸价格指数，氧

化铝价格过去两个月大涨 53%至每吨 469.74

美元，来到该指数 2010 年 8 月推出以来最高

水准。 

“我认为还会再涨一些，”Shivkar 说。“中

国所有炼厂都没有足够的所需铝土矿，冶炼厂

也还在囤积库存。” 

CRU 估计，冬季关停将使今年中国氧化铝产

出削减 120 万吨，摩根大通则估计减少 150

万吨。 

“但仍有额外关停的风险。山西省的一些城市

不在清单上，而山西有许多氧化铝精炼厂，”

Everiss 称。 

他并表示，未证实的报导称晋中市和吕梁市将

实施减产，吕梁市有 1,200 万吨氧化铝产能。 

分析师表示，虽然氧化铝价格在春季以前可望

高居不下，但在 3 月中旬取消冬季减产规定以

后，行情肯定会下滑。 

氧化铝炼厂复工速度比炼铝厂来得更快，同时

中国以外地区新氧化铝厂开工将进一步拉高全

球供给量。 

Emirates Global Aluminium 明年将启动年产

能达 200 万吨的氧化铝厂，而 PT Well 

Harvest Winning Alumina 在印尼炼厂的产能

则可望倍增至 200 万吨。后者为印尼 Harita

集团及中国宏侨的合资企业。 

“鉴于这是唯一中国以外有大量供给准备进入

市场的大宗商品，我们认为近期价格的涨势有

些短视，我们维持看跌氧化铝后市的预期，”

麦格理在 10 月 10 日报告中指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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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欧元区外债头寸要补汇率对冲，欧元涨势或将快马加鞭 

编译 王颖/戴素萍/张若琪/王琛/杜明霞 

路透伦敦 10 月 16 日 - 持有逾 1 万亿欧元外债、没有对冲汇率风险的欧元

区投资者，由于今年欧元大幅上扬，他们在重新考虑汇率风险这个软肋。 

投资者要买入欧元来做对冲，这就会使欧元涨势进一步快马加鞭--从而给

欧洲央行造成阻碍。 

外界广泛预期欧洲央行将在下周政策会议上开始制定缩减货币刺激的计划，

但强势欧元使情况复杂化，因为欧元强势会给通胀带来下行压力，而通胀

已经处于低于目标水平了。 

欧元颇具韧性的一个原因是，据投资者根据官方数据做出的估测，欧洲投

资者自欧洲央行 2015 年 3 月启动量化宽松后买入了约 1.16 万亿欧元(1.37

万亿美元)外国债券。 

他们一直被迫买进非欧元债券，因为国内债券池中的大多数债券已被欧洲

央行买走。 

这些非欧元债券中大多数是在汇率未对冲的情况下购入，因为欧洲央行大

量购入资产期间欧元疲弱，这意谓着海外投资的报酬在纳入汇率因素后将

会更高。 

虽然这些投资截至去年连续三年推升了回报--在此期间欧元兑主要货币按

年贬值，但 2017 年已促使这些押注急剧转向。 

欧元兑美元今年迄今已升值逾 13%。 

因此随着欧元升值，投资者急着保护其汇率曝险，尤其是在 4 月法国大选

后以及 7 月。但即便如此，投资者表示，有很大比例的外国债券投资仍未

对冲，显示若欧元升势再起，与对冲相关的买盘可能重新浮现。 

“如果欧元再度开始升值，这些投资者将不得不回到市场，再次开始买入

欧元，就可能看到欧元/美元继续上行，”法国巴黎银行驻伦敦外汇策略全

球主管 Michael Sneyd 称。 

欧元兑美元周一交投于 1.1786，距 9 月初测试的两年半高位 1.21 不远。 

贝莱德策略师建议为国际债券投资组合充分对冲汇率风险，但市场观察家

估计，欧洲投资者所持的国际债券投资目前仅 60-70%左右进行对冲。 

Sneyd 估计，整体对冲率每增加 1%，会转化为价值约 100 亿美元的欧元

买盘，这样的规模，即便对欧元/美元这个日均成交量近 7,000 亿美元、且

流动性最好的货币对汇率来说也相当可观。 

欧元持稳 

在浮现汇率走低迹象时，债券持有者对欧元有投机性需求，这就解释了为

何近期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与中央政府发生冲突、以及德国大选结果

出人意料之际，欧元还能够保持韧性。 

本月初以来，欧元兑美元持稳，兑英镑和澳元等其它货币上涨。欧元的稳

健状态令部分投资者大惑不解，因为就在法国大选之前，反对欧元的极右

翼崛起引燃人们对欧元区未来前途的担忧,还让欧元在今年初受创。 

“已经有很多美元利好消息和欧元利空消息，但欧元维持在狭窄区间，显

示要么是债券持有者、储备管理机构，要么是一些大型机构投资者在进行

一些买入欧元的活动，”Lindengrove Capital 执行合伙人 Borut Miklavcic

表示。 

接受路透访查的分析师预计，欧元兑美元未来三个月将在当前水准附近交

投，显示市场仍低估未对冲债券头寸可能提振欧元汇率的程度。 

欧洲央行考虑未来如何对待 2.3 万亿欧元刺激计划之际，正密切关注欧元

汇率。经济稳步复苏为欧洲央行收回刺激举措提供了有利的背景，该央行

购债计划面临合格债券稀缺的情况。但是，欧元进一步快速升值可能令欧

洲央行推迟缩减刺激计划的进程。 

“汇率高企应会导致较低的通胀压力，欧元区通胀稳定但相对温和，使得

一些人认为欧洲央行可能推迟撤出刺激举措，”Macquarie Investment 

Management 的债券配置经理 Shaughn Wilkie 表示。 

但鉴于未对冲头寸的脆弱性，担心欧元走强可能不只有欧洲央行。 

“我们仍认为这是悬在欧元投资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法国巴黎银

行的 Sneyd 表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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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股市崩盘已过30年，黑色星期一是否会重演？ 

编译 王丽鑫/许娜/李婷仪/王琛 

路透纽约 10 月 19 日 - 在 1987 年的股市崩盘

30 年之日，美股站上纪录高位，投资者担心

高估值可能意味着修正已经蓄势待发，即便企

业营收良好和经济增长稳健。 

但“黑色星期一”能否重演？现代交易技术、

交易所运营方式和投资者基金管理方式改变，

应会阻止 1987 年的崩盘再次发生。不过谨慎

的交易商不愿将这种可能性排除。 

“我们从过去的反应或过度反应的错误中学到

了很多，”O'Neil Securities 的纽约证券交易

所(NYSE)交易场部门主管 Ken Polcari 称。 

1987 年 10 月 19 日，周一，亚洲和欧洲市场

前一周大跌后，道琼工业指数重挫 508 点，或

22.6%，创该指数最大单日百分比跌幅。 

Wunderlich Securities 首席市场策略师 Art 

Hogan 称，如今一天下跌 20%也是有可能的，

但下跌过程可能更加有序。 

“我们可以先暂停一下，重新评估并试着确定

以何种方式恢复交易最好，同时保持冷静，” 
他表示。 

为了应对 1987 年股市闪崩，美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SEC)授权建立了针对整体市场的“熔断

机制(Circuit Breaker)”：如果道指下跌 10%、

20%或 30%，都将暂停交易。自此以后，整

个市场仅有一次触发过该机制而暂停交易，发

生在 1997 年。 

2012 年，熔断机制进行调整，下调了触发门

槛，并用标普 500 指数取代道指作为基准指数。 

根据当前的规定，在纽约时间下午 3 点 25 分

前，如果标普 500 指数下跌逾 7%，交易将暂

停 15 分钟。恢复交易后若指数跌势仍不止，

但时间还未晚于下午 3 点 25 分，则交易将再

度暂停，这次的跌幅限制为 13%；若已超过

下午 3 点 25 分则交易继续进行。 

但万一指数跌幅达到 20%，那么不论是发生

在全天甚么时段，盘中交易都将暂停。 

“这个行业从 1987 年来已走了漫漫长路，”

Larry Tabb 说。他是市场谘询公司 TABB 

Group 的老板。 

“监管当局在落实规定方面做得很好，帮助市

场在无由来地失足时确保稳定。” 

目前许多抑制市场混乱的举措，大部分是在

2010 年 5 月股市“闪崩”后实施的。当时道

指像脱缰野马般在几分钟之内就挫跌 1,000 点

或 9.0%，但同样不到几分钟就迅速反弹。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 2012 年批准一项名为

“涨跌停限制”("Limit-Up Limit-Down")的监

管规定，以近期股价表现为股票价格设下特定

区间，当股价涨跌不合理地超出此区间范围时

将暂停该档股票交易。 

经历了 2015 年 8 月的一个混乱交易日后，美

国监管当局和交易所被迫再次重调这一区间，

以及停牌股票复牌的程序。随后，有关中国经

济形势的担忧造成恐慌性抛盘和买家不足，致

使道指创下日内跌幅纪录。 

当天，455 只个股和上市交易基金(ETF)逾

1,250 笔交易停摆，造成的混乱可能使问题进

一步恶化，并导致部分投资者所投资的股票录

得了本不该有的糟糕表现。 

“一切皆有可能，”纽约 Empire Executions 

Inc 总裁 Peter Costa 说道。“随着计算机技

术的到来，加上科技令股市转型的速度，这很

有可能。” 

现有的安全保障或许可以阻止 1987 年那样的

股市崩盘再次发生，但随着道指本周三首次涨

至泡沫风险较高的 23,000 点，以及高速自动

化交易的出现，部分交易员并不那么有把握。 

“会发生与那次类似的情况吗？”纽约

Rosenblatt Securities 董事总经理 Gordon 

Charlop 问道。“是的。市场如何发展，结果

又会怎样？那就是他们玩这个游戏的原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