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周四公布了耽搁已久的税改议案，以兑

现总统特朗普大幅减税的承诺，而特朗普能否取得首个重大

立法胜利，还要看国会激烈角逐的结果。该议案长达 429

页，是美国自 1980 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税改，计划将公司

税从 35%降至 20%，降低个人和家庭税率，并取消企业和

个人享有的部分税务抵扣。 

特朗普周四宣布，提名鲍威尔出任下一届联储主席 ，打破

先例没有让叶伦连任，但暗示她的审慎货币政策将会得到延

续。这会让投资者在货币政策连贯性方面获得一些宽慰，并

支持长达八年的美股牛市，但对那些预期美元升值的投资者

或许构成打击。不过分析师表示，长期来讲，美联储理事鲍

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对美元可能没有起初想象的那么不利。 

英国央行实施逾 10 年来的首次加息，但表示在英国为退出

欧盟做准备之际，未来进一步加息仅会是“渐进的”。这是

英央行自 2007 年以来首次升息，在那之后爆发的全球金融

危机令英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然而投资者更为关注英国央行对未来行动的审慎立场，导致

英镑指数创下五个月来最大跌幅。英国五年期公债收益则录

得去年降息后第二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中国政府借助 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来稳投资及化

解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成效显现，随着大量 PPP 项目落地和

运营，通过证券化方式盘活 PPP 项目存量资产重要性显而

易见。业内人士认为，PPP 资产证券化可提高项目周转率

和增强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且通过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

也有助于提升 PPP 项目规范性及质量。 

参加第三届中国 PPP 融资论坛的官员并表示，强化风险

管理是 PPP 模式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 PPP 项目

中涉及到信用风险、资产风险等，杠杆控制不好容易形成

地方债务的缺口，要防止 PPP 资产证券化成为杠杆积累

的工具。 

九年前阿里巴巴尝试性推出的双十一购物节，发展到目前

已不容置疑地成为全球最大的网上购物节。天生的互联网

基因，使得双十一每年都有创新，并透示出电商业未来的

发展趋向。 

今年的最大亮点则将是新零售和全球化升级，如同经度和

纬度一样代表了电商业未来的两个拓展方向。新零售意味

着电商业与线下零售业的深度结合，更接“地气”，而全

球化升级则意味着商业半径的持续扩大，消费者和商品的

进一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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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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公布税改议案，但获通过还需付出巨大努力 

编译 张荻/王灿/李婷仪/陈宗琦 

路透华盛顿 11 月 2 日 -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周四公布了耽搁已久的税改议

案，以兑现总统特朗普大幅减税的承诺，而特朗普能否取得首个重大立法

胜利，还要看国会激烈角逐的结果。 

该议案长达 429 页，是美国自 1980 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税改，计划将公

司税从 35%降至 20%，降低个人和家庭税率，并取消企业和个人享有的部

分税务抵扣。 

这份几乎影响到每个美国企业和家庭的税改议案能否在国会获得通过，仍

是个很大的未知数，一些商业团体迅速站出来表示反对。议案中的争议性

条款将考验共和党人，他们虽然掌控国会参众两院，但尚未能帮助特朗普

自 1 月上任以来取得任何重大立法胜利。 

很多条款对倾向民主党各州的纳税人冲击最为严重，如减少州税和地方税

抵扣额，抵押贷款利息抵扣额减半。 

这份法案名为“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通过下调企

业税、逐步取消遗产税、取消替代性最低税，为美国富人带来新的好处。 

特朗普与莱恩和其他众议院共和党关键人物会面时表示要依靠他们维持住

减税计划的形势，并重申要求国会在 11 月 23 日感恩节假日前将法案提交

他签署。 

这份冗长法案涉及到方方面面，还将面临受影响业界的游说战以及很多民

主党人士的强烈反对。所以这个时间要求可谓紧迫。 

特朗普称该法案是朝着为美国人减税迈出的“重要一步”，并在声明中说，

“我们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项由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提出的税改议案把现有的七个税级整并为四个，

税率分别是 12%、25%、35%和 39.6%。之前共和党在一项税改纲要中曾

呼吁把高收入者的最高税率降至 35%。 

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NAHB)抨击这项立法议案，称其将对房价构成伤害，

而且形同惩罚在城市买房的人。 

“我们很担心一旦此案生效，楼市将迅速退回衰退境地，”NAHB 主席

Jerry Howard 在专访中说。 

NAHB 说，该税改案条款把可从应纳税收入中扣减的未来购房抵押贷款利

息额，从不超过 100 万美元贷款的利息减半至不超过 50 万美元，这令人

无法接受。对于购屋成本较高的地区，比如华盛顿特区、纽约市、加州和

夏威夷，该法案的影响最大。 

该法案将废除现行州和地方所得税以及消费税可减抵税额的做法，并将州

及地方房产税扣抵上限设在 10,000 美元。这些条款对住在高税率州的美国

人影响较大，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及伊利诺州。 

颇具影响力的小型企业游说团体--全美独立企业联盟(NFIB)也表态反对此议

案。美国商会则表示支持。 

莱恩称，该议案可让一个典型的四口之家每年少纳税 1,182 美元。 

民主党强烈反对这个税改方案，他们认为这是让利于企业和富人，将扩大

联邦财政赤字；共和党要想在几周内通过减税议案，则内部必须团结一致，

无法承受党内议员的哗变。 

税改的细节 

议案的设计者决定不改变受欢迎的 401(k)退休储蓄计划推迟纳税的供款上

限，避免了一个重大争议。 

该议案大致将个人和家庭的标准扣除额提高一倍。但这个方案也取消了每

人 4,050 美元的个人免税额。 

这项议案将把小型企业与其他非公司企业的最高税率上限，由目前“转嫁”

所得("pass-through" income)的最高 39.6%下调为 25%。议案将设立标准，

把个人薪资所得与实际“转嫁税负”企业的所得区分开来，从而避免利用

这个较低的新课税水准来避税。 

议案将对美国公司的高获利海外子公司开征一个新的 10%税率，以全球基

准计算，从而防止企业将获利转移至海外。 

针对在美国运营的外企，其美国运营部门对海外的支付，将面临最高 20%

的税率。 

投资者警告税改计划处于初级阶段，要评估其对具体行业的影响还为时尚

早。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下周将开始正式审议该议案，之后再由众议院进行表决。

议案也必须获得参议院的通过，共和党在参院仅有 52 席对 48 席的微弱多

数优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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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执掌美联储，长期而言未必是美元的阻力 

编译 王丽鑫/王灿/王琛/张若琪 

路透纽约11月2日 - 投资者和分析师周四表示，

长期来讲，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

理事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对美元可能没有起

初想象的那么不利。鲍威尔曾投票支持叶伦的

低息政策。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宣布，提名鲍威尔出任下

一届联储主席 ，打破先例没有让叶伦连任，

但暗示她的审慎货币政策将会得到延续。 

金融市场一般认为鲍威尔不利于美元，因为他

支持逐步升息，不赞成更激进的行动。他将接

任美联储主席的消息公布后，美元应声下跌。

不过一些人认为，鲍威尔整体来讲对美元是有

利的。 

“在鲍威尔任期下，美元更可能转涨，因为美

国经济轨迹将向上，”伦敦Millennium Global

的常务董事及联系投资主管Richard Benson称。 

其他一些候选人对货币政策的立场更偏鹰派，

意味着更加激进的加息步伐，这对美元会更为

有利。 

不过，特朗普对鲍威尔的提名确保了美联储货

币政策的连续性。这意味着美联储仍处于多次

加息轨道上，缩表计划也将继续推进。 

加息将提高美元资产收益率，增强其对投资者

的吸引力。同样，美联储不再将已购买债券的

到期收益进行再投资，这种缩表举措也利好美

元，因为这意味着美联储减少债券购买。 

分析师称这将是美元的一个亮点。特朗普政府

之前在兑现重大税改和财政刺激承诺方面遭遇

挫折，因此今年大部分时间美元走势艰难。 

今年以来美元指数跌幅达7.3%，但过去两个

月上涨了1.7%，受助于经济数据较佳，而且

共和党税改计划近期取得进展，应能提升美元

前景。 

此外，欧洲央行缩减刺激规模但延长购债计划，

令欧元遇挫，并提振了美元。 

部分投资者认为，鲍威尔在货币政策上的立场

较叶伦稍偏鹰派，这对美元的支撑作用要大于

叶伦的政策。 

“事实上，鲍威尔投票支持叶伦并不代表他会

和叶伦一样温和，”梅隆资本驻伦敦的全球投

资策略师Jason Lejonvarn说道。 

Lejonvarn称，事实上，鲍威尔之前的言论显

示他并不赞成进一步宽松。 

鲍威尔9月时投票支持开始缩减美联储的资产

负债表。他在2月时表示，“只有在特别的情

况下”才应将新一轮资产购买做为考虑选项。 

投资者称，只要美联储继续当前的货币政策，

美元应能保持良好表现。 

“不管怎么说，无论谁当美联储主席，美国经

济都将维持得不错，美元也是如此。”

Millennium Global的Benson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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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央行逾10年来首次加息，但未来升息将进入慢车道 

编译 张荻/王琛/许娜/王灿/张若琪 

路透伦敦 11 月 2 日 - 英国央行周四实施逾 10 年来的首次加息，但表示在

英国为退出欧盟做准备之际，未来进一步加息仅会是“渐进的”，导致英

镑大幅下挫。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的九名委员以 7 比 2 的投票结果，同意将

利率从 0.25%调高至 0.5%，2016 年 8 月该央行在英国公投退欧后曾紧急

降息。 

这是英国央行自 2007 年以来首次升息，在那之后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令

英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然而投资者更为关注英国央行对未来行动的审慎立场，导致英镑指数创下

五个月来最大跌幅。英国五年期公债收益率(殖利率)则录得去年降息后第

二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英国央行并未重申前次发出的警告，即市场低估了未来升息的程度。 

这与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及欧洲央行采取的谨慎态度遥相呼

应；后两家央行试图退出大规模刺激计划。 

英国央行总裁卡尼称，宽泛而言，央行与那些预期 2020 年底之前再升息

两次、每次上调 25 个基点的投资者的意见相同。 

然而，他提醒投资者不要过于放松，因为三年后通胀率仍有望超过英国央

行 2%的目标。 

“事实上我们需要再升息两次，以便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卡尼对记

者称。“如果你仔细研究预估数据，会发现通胀率接近但还未达到目标，

而英国经济可能处于需求过度的境地中。” 

2016 年公投退欧后，英国经济增长在今年大幅放缓，令许多经济学家质疑

现在升息是否明智。 

但卡尼担心，英国退欧会加剧生产率增长乏力的状况，并使经济更加倾向

出现通胀。 

他表示，退欧谈判可能将是英国央行决定下次利率行动时--无论是升息还

是降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卡尼亦指出，此次升息对经济的影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没有理由预期

影响会大于正常水平。 

周四的升息行动表明，英国央行兑现 9 月时发出的即将升息信号。这或许

会在一定程度上重建卡尼的信誉。此前一位英国议员戏称卡尼为“不靠谱

的男友”，指其之前并未兑现升息暗示。 

时机合适？ 

英国央行副总裁康利夫(Jon Cunliffe)和另一位 MPC 成员拉姆斯登(David 

Ramsden)投票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称薪资增长过于疲弱而无法证明现在升

息是合理的。 

但英国央行表示，所有委员均认为未来加息预计是“逐渐且幅度有限的”。 

央行还称，英国家庭和企业的偿债成本仍“处于历史上的极低水平”。 

代表大型银行的 UK Finance 称，对于 370 万背负浮息抵押贷款的人而言，

每 10 万英镑贷款平均每月需多支付 13 英镑(17 美元)利息。 

路透调查中占压倒多数的分析师预计周四会加息，但其中近四分之三的人

认为这样做为时过早。 

“现在加息有点赌博的性质，因为经济仍然磕磕绊绊，而且没人知道脱欧

的骰子会呈现什么结果，”瑞银财富管理分析师 Dean Turner 称。 

经济咨询机构安永统计俱乐部(EY ITEM Club)的 Howard Archer 预计,下次

加息要到 2018 年末。 

瑞士信贷策略师 Pierre Bose 称，英国央行传达的讯息使脱欧谈判更加重

要：“(谈判取得的)进展...可能推高公债收益率，推动英镑反弹。” 

央行的困境 

周四投票的分歧反映出英国央行面临的困境。 

一方面，英国脱欧公投后英镑贬值引发通胀率上升，抑制了消费者支出，

导致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缓慢。另一方面，企业给员工的加薪幅度赶不上通

胀速度。 

该央行称，英退决定已经给经济前景造成“显著影响”。 

但央行补充道，目前失业率处于自 1970 年代以来最低，而且低迷的生产

率增速料将提高，均表明薪资增长将会加快。 

英国央行称，预计通胀率在 10 月触及峰值 3.2%。只有央行实施与金融市

场暗示的“温和上升”路径一致的升息，通胀率才会降回至 2%的央行目

标水平附近。 

这将意味着利率到 2020 年将触及 1%，明年可能会升息 0.25 个百分点。 

央行预期英国经济明年将增长 1.6%，2019 年经济增长率将在 1.7%，较 8

月的预估不变。 

金融危机前，英国经济每年通常都增长 2%以上。(完) 

  
英国央行利率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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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PPP资产证券化方兴未艾，监管鼓励创新但需防杠杆积累

风险 

作者 李铮/林琦 

路透上海 11 月 2 日 - 中国政府借助 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来稳投

资及化解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成效显现，随着大量 PPP 项目落地和运营，通

过证券化方式盘活 PPP 项目存量资产重要性显而易见。业内人士认为，

PPP 资产证券化可提高项目周转率和增强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且通过资

本市场的信息披露也有助于提升 PPP 项目规范性及质量。 

周四参加第三届中国 PPP 融资论坛的官员并表示，强化风险管理是 PPP

模式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 PPP 项目中涉及到信用风险、资产风险

等，杠杆控制不好容易形成地方债务的缺口，要防止 PPP 资产证券化成为

杠杆积累的工具。 

“PPP 资产证券化能否健康发展，根本上讲还要看 PPP 项目的健康与

否。”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董德刚强调称，要加大监管力度，提高 PPP 项

目质量，要坚决纠正政府兜底等伪 PPP 项目，强化硬约束，坚决防范有

PPP 项目运营风险蔓延到投资人、投资市场的风险。 

他指出，与一般资产证券化类似，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有利推动项目与资

本市场对接，丰富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提高社会资本的经营实际，

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还能将投资运用周期较长的 PPP 项目转化为不同类型

的公转基的产品，提高 PPP 项目的投资吸引力，并借助资本市场的信息披

露倒逼 PPP 项目规范实施，提升 PPP 项目的整体质量。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市场广阔，潜力巨大。不过，在过去几年的实践中也

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有关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的规定，实际操作性有待加

强，资产市场普遍担心 PPP 项目、社会资本方通过资产证券化完全退出影

响公共服务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还有的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追求主体担保

误区。 

在董德刚看来，不能将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作为社会资本方提前退出的渠

道，且针对发行人不同类型分类推动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同时，要风险

隔离，要坚决防风险的政策底线，避免刚性兑付向政府延伸。 

为规范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工作，今年 6 月，财政部、央行和证监会联合

发布关于规范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资产证券化有关事宜的通知，

按照发起人不同类型分类定位，分别实施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并进一步

完善通过程序和管理要求。在风险隔离、成本收益分担、防范刚性兑付等

方面明确了相关的政策措施。 

当前市场各方对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的热情不断高涨。对此，中国央行金

融市场信贷一处处长曾辉表示，资产证券化的创新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不

能自我循环，也要避免资产证券化成为加杠杆扩大债务规模的工具，要以

风险防范作为开展资产证券化的第一要务，同时，资产证券化要符合“三

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主线。 

PPP 模式要强化风险管理 

PPP 项目因资金量大及项目周期长，整个项目风险也呈现复杂化、多样化

的特点，而且是贯穿整个 PPP 项目的周期。从风险大类来分，还包括政治

风险、融资风险、组织风险、未来市场收益风险等。同时，对 PPP 项目风

险管理涉及到如何正确的识别，以及如何科学有效的管理好 PPP 项目风险，

是决定着 PPP 项目未来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申万宏源证券董事长储晓明就指出，地方政府债务、政策变化、多元合作

的复杂性是 PPP 项目的三个核心隐性风险，比如一些 PPP 采用明股实债

的模式变相提高杠杆，还有一些平台设立 PPP 母基金，通过母基金来专用

PPP 投资项目，实际变相提升了隐性杠杆。 

同时，国内真正长期投资者比较有限，对 PPP 还要有一个认知过程，所以

对项目判断更侧重于是不是有足够担保而不是基于项目本身。在刚性兑付

逐步被打破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对项目长期风险还难以做出专业的判断。

具体参与 PPP 项目投资者普遍希望周期尽量短一些，所以一些 PPP 项目

采用滚动投资的方式，增加了期限错配的风险。 

建设银行总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副总经理童文涛也谈到，这几年 PPP 发展

有迅猛的势头和良好的前景是因为这中间有回报有兜底有承诺，早期是直

接找政府给银行担保兜底，之后政府被限制了就由央企、施工方给融资社

会资本兜底，但现在已经对政府所有的兜底承诺都严令禁止。 

今年 10 月，沪深交易所共同发布实施 PPP 资产证券化指南，在项目建设

期开始就获取相关费用，以未来的收益作为基础市场，来确定设置资产证

券化的规模。 

储晓明坦言，市场对于发展 PPP 资产证券化的项目可以更好的解决流动性

的风险呼声很高，但是在刚性兑付没有完全打破下，风险分摊率还是有风

险，“PPP 融资的确是一个创新，它的可持续性发展取决于风险控制”。 

探索金融支持 PPP 项目有效模式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弥补了原有贷款、债券、基金等融资方式的不足，有

利于提高融资期限匹配度并降低融资成本。中国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副主任

王胜邦指出，PPP 模式有很多好处、特点和优势，但最重要政府不要借助

PPP 模式进行变样，不要变相搞一些伪创新突破底线的创新，要善待 PPP

模式。 

银行是整个 PPP 事业重要的资金供给者和参与者。童文涛认为，市场对于

PPP 基金最大的困惑是回报低、期限长，风险相对比较大，且中间不可预

测的因素较多，大概 6%左右回报率对很多社会资本吸引力不大。 

建行较早地开始 PPP 模式的探索，目前真正落地资金有三五百亿人民币。

在童文涛看来，银行目前参与力度较大，供应的资金也比较多，因为银行

可以忍受相对不高的回报；且银行对短期资金长期的错配有比较成熟的运

作机制，特别是理财资金追求的就是低风险低回报的资金，所以它与 PPP

资金比较契合。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信贷一处处长曾辉表示，必须探索金融支持 PPP 项

目有效模式。PPP 项目大多投资规模大，项目周期长，传统的融资方式和

融资工具难以满足其融资需求。金融机构应当根据 PPP 项目实际特点，探

索符合 PPP 项目融资需求特征的方式和产品，提供覆盖 PPP 项目全生命

周期的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 

“针对 PPP 项目发展不同阶段，创新提供不同形式和不同属性的金融工具

和产品。通过开发性和商业性信贷结合、股债结合，保险资金等方式全方

位参与，通过运用资产证券化投贷联动等金融工具，为社会资本提供多元

化、规范化、市场化融资和退出渠道。”曾辉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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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消除人民币汇率弹性上升，远期市场已现好兆头 

作者 张金栋 

路透上海 10 月 30 日 - 中国 9 月外汇市场交易环比虽然小幅回落，但受监

管层调降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影响，远期市场交易额劲升并恢复到 8.11 汇

改前水平。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提升，若企业选择继续“裸奔”的成

本也将跟着大幅上升，这从客观上将会刺激包括远期在内的衍生品市场的

发展。 

另外，9 月的远期交易额除了反映出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的影响已消退，

也反映出企业对汇率波动相对积极的举措，这是好的开始。 

外管局最新数据显示，9 月远期交易金额为 534 亿美元，环比增加逾九成，

和 2015 年 1-8 月的 519 亿美元的均值相比相差不大；其中远期售汇较上

月劲升近 1.8 倍，远期结汇亦大涨逾五成。 

数据还显示，远期售汇比结汇多约 8%，若按照之前逻辑，似乎是市场看

贬人民币的预期略占上风。 

但若结合代客结售汇数据明显转正分析，可理解为此前部分“裸奔”企业

已经因为汇率弹性上升，企业利润无法覆盖汇率波动风险，或者当前汇率

波动相较付出的套保成本仍较划算，将会提高企业做套保的意愿，亦推高

了远期结售汇交易。 

当然仍有很多企业选择“裸奔”，不用衍生品工具来对冲风险，这里有对

冲汇兑风险成本较高的因素，当然也有企业对汇率套保意识不强、投机押

注单边意愿的一贯思维有关。 

如果进一步推演，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继续上升，那么远期结售汇的交易额

会跟着增加，同时远期结汇和售汇的偏差不会太大，因为汇率升贬不确定

性上升，进出口企业都需要对敞口进行保护，此前押注单边的游戏将无法

继续。 

而从 9 月外汇市场总体数据看，当月远期交易占整个外汇市场交易比重虽

然劲升，但总占比仍仅占 2.55%，和 2015 年 1-8 月平均 3.73%的水平仍

有较大差距，与国际成熟市场的远期交易占比一般都在 13%以上（2016

年人民币国际收支报告）相比，则差距更大。 

监管层 5 月底对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引入逆周期因子后，人民币兑美元

短短数月大幅升值超 6%，而境内美元/人民币各个期限的波动率均大幅回

升，其中一个月起的波动率从最低时的 1%大幅升至超 5%。 

远期是观察窗 

目前个人还不被允许参与远期结售汇操作，撇除投机因素，对企业的判断

基本可以通过市场的操作来观察；今年 5 月监管层对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

制引入逆周期因子，市场波动率明显上升，到 9 月监管层将远期售汇风险

准备金调降为零，这为远期市场重新作为观察窗提供了基础保障。 

受到 8.11 汇改后监管层出台征收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政策影响，远期市场

交易量大幅萎缩，加上购汇端成本大幅上升，变相压制了市场需求，特别

是三个月以内的交易，远期市场的观察窗效果明显弱化，但目前此影响已

基本释放完毕。 

此前在较低低波动率下，假设企业对后市的人民币预期是升值，则远期结

汇需求会明显大于远期购汇需求，反之亦然。若市场对单边预期不明显，

则远期结售汇差额会处于相对较小范围内正负波动。 

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 1-8 月银行代客远期售汇平均占比为 67%，这和当

时市场存在的贬值预期是相符的。而在 2014 年 1 月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

时，远期售汇的占比不足三成。 

当然一般情况下，市场走势变化到实际企业操作之间大概有 3 个月的滞后

期，例如 2014 年 1 月人民币兑美元触及多年高位后转为下跌，到 4 月结

售汇转为基本均衡；而同年 9 月开始远期售汇明显占优，市场看贬人民币

预期渐占上风。同样 2016 年 12 月人民币触及数年低点，到 2017 年 3 月，

远期结售汇又重归均衡。 

外汇风险准备金影响逻辑 

监管层此前针对远期售汇征收的 20%的风险准备金如何影响市场呢？这必

须从 8.11 汇改说起。 

2015 年 8 月 11 日外汇市场中间价定价机制改革让市场措手不及，短期快

速下跌迅速累计巨大贬值预期，不少头寸通过远期售汇方式进行投机或者

保值，直接导致当月远期累计交易额环比劲升近九成至 957 亿美元，为有

该明细数据以来最大值。 

这部分远期交易，有 94%来自银行对客户市场（代客），这部分代客交易

中，又有近九成是远期售汇；银行为对冲风险，将远期拆成即期和掉期进

行风险对冲，无形中又增加了监管层人民币即期市场的维稳压力。 

2015 年 8 月虽然中国外汇储备减少 158.9 亿美元，但央行投放美元流动性

导致的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出现连续第七个月减少，而且 3,183.5 亿人民币

的降幅也创下当时之最；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银行自身结售汇数据出现

了明显异常，其中自身结汇意外飙升至 951 亿美元，较上月激增逾 2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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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通常银行作为普通机构进行的结售汇（自身结售汇）更多是因为银行

作为企业有利润汇回或者支付股利等等，会通过该科目进行操作；而且企

业在当时人民币面临巨大贬值压力下，正常操作应该是售汇（买美元）而

非结汇，从这个角度分析，当时商业银行也帮监管层扛了很大一块维稳压

力，使得央行相关数据也不至于太差，缓和市场不安情绪。 

面对排山倒海般的贬值压力，监管层出台逆周期政策打击投机已经无法避

免；很快中国央行在 8 月底出台《关于加强远期售汇宏观审慎管理的通

知》，要求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 20%的外汇风险准备

金，而且风险准备金冻结期为一年，利率为零。 

假设客户要做 3 个月的远期购汇 1,000 万美元，那么下个月银行就需要多

出 200 万美元作为风险准备金计提，假设美元/人民币的汇价是 6.4 元，一

年期拆借成本 2%，银行转嫁出来的购汇端成本需要增加约

2%*20%*64,000=256 点，假设 3 个月美元兑人民币的远期升水点数为

300 点的话，双边报价就变成 300/556，由于这是刚性成本，对三个月以

下的短端双边报价影响更明显。 

于是之后的表现非常明显，远期市场交易快速萎缩，其中 2015 年 10 月代

客远期结售汇不足 90 亿美元，仅为高峰期的一成。后来市场虽然有所回暖，

但仍和 450 亿美元的均值相差甚远，直至售汇风险准备金重新降为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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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成为今年中国双十一电商节新标签，全球化进一步升级 

作者 林琦 

路透上海 11 月 1 日 - 九年前阿里巴巴尝试性推出的双十一购物节，发展到

目前已不容置疑地成为全球最大的网上购物节。天生的互联网基因，使得

双十一每年都有创新，并透示出电商业未来的发展趋向。 

今年的最大亮点则将是新零售和全球化升级，如同经度和纬度一样代表了

电商业未来的两个拓展方向。新零售意味着电商业与线下零售业的深度结

合，更接“地气”，而全球化升级则意味着商业半径的持续扩大，消费者

和商品的进一步扩张。 

2016 年天猫双十一当天，透过支付宝结算的销售额达 1,207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32%。今年双十一销售额能冲多高，将成为验证其新零售和全球

化策略成色的试金石。 

“今天的双十一其实就是我们在共同目标下发生的共振，其实是在我们所

有全球的商业力量、科技、大数据驱动下完成的一个商业力量的全球大协

作。”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CEO）张勇表示。 

他说，阿里巴巴已成为横跨商业、支付金融、物流、云计算、文化娱乐；

兼顾国内市场、海外市场及致力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基础设施的提供者，

今年的双十一正是阿里经济体经济生态的全景大展示。 

今年的双十一已不仅仅是购物节，娱乐色彩依然很浓。阿里巴巴周二公布

今年出席天猫双十一晚会的第一批明星名单，包括章子怡、莫文蔚、郎朗、

刘涛以及格莱美最佳流行歌手法瑞尔.威廉姆斯等。 

知名影视明星李连杰周二还透露，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首次“跨界”

参与拍摄的微电影，亦将在双十一晚会上首映。 

据艾瑞咨询之前报告，网络购物正日益成为中国消费增长的新引擎。不过

随着其消费基数的扩大，近几年国内网购市场规模的增速逐年下降，从

2012 年的 51.3%降至 2016 年 24.7%。而以线上线下融合为标志的新零售

以及全球化，被业界寄予未来增长引擎的厚望。 

新零售 

2016 年马云提出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理念，并将其作为阿里巴巴的核心

战略之一。一年后的天猫双十一将成为这一理念的大阅兵，检阅者则是全

球数亿消费者。 

阿里巴巴首席市场官董本洪表示，今年双十一海内外将有超过 100 万商家

打通线上线下，其中有约 10 万个智慧门店覆盖国内 300 多个城市及吉隆

坡等境外城市。京沪广杭等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将在双十一期间出现

一批品牌快闪店，用高科技给消费者带来特殊体验。 

另外，60 万家零售小店、4,000 家天猫实体店及 3 万家村淘点，将成为阿

里全域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双十一的线下触角能延伸至城市的大街

小巷及农村。 

“通过线下，我们将双十一扩展到全域。”他说，线上线下的打通，重点

是消费者、商品及服务的打通，通过数据给线下门店带来活力和二次营销

的潜力；同时线下资源也将支援线上，例如就近线下取货。 

阿里云零售事业部总经理叶国辉表示，未来新零售的业态组合将会很丰富，

阿里也将通过各种尝试，在美妆、服饰、母婴、手机等领域找到深度行业

解决方案，推动以数据驱动的行业转型。 

此次双十一，京东亦将推动京东之家、京东专卖店、京东母婴体验店、京

东帮服务店、沃尔玛门店等线下渠道和京东线上平台进行融合，而苏宁云

商亦将 O2O 作为战略重点。 

新零售的兴起，无疑对各大品牌商的电商业务提出更高的挑战。作为国内

外 140 个品牌的代运营商，宝尊电商提前半年就开始准备双 11，从前端的

客服、运营到后端的营销、技术、物流，全民动员，迎接这一国内电商界

最大的节日。 

宝尊的客户包括耐克、星巴克、百威、华为等众多领先品牌，是国内最大

的品牌电商合作伙伴。2015 年和 2016 年双十一,宝尊代营品牌的销售额分

别达 11 亿元和 25 亿元；发货量分别达 100 万单和 400 万单。公司高层预

计，今年双十一的业务量还能增长 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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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宝尊电商 CEO 仇文斌认为，线上线下的融合，目前许多品牌商还未

做好准备，其供应链管理系统需要大规模重构。 

“双十一是高强度运动，一旦能够打通，那承担日常工作就没有问题。”

他说。 

全球化升级 

从三年前起，全球化一直是双十一购物节的亮点。相比于以前的走出去，

现在把全球的优质商品引入中国则成为各大电商平台的普遍任务。 

网易旗下跨境电商平台--考拉海购今年将携超过 80 个国家的 5,000 多个全

球品牌出阵，并基于大数据勾勒的中国消费者行为倾向，与众多海外品牌

联合推出为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制的专属商品。 

除了引进更多全球商品外，天猫等电商平台今年考虑将更多中国品牌引向

海外市场。 

天猫出口事业部总经理刘鹏透露，今年双十一的目标是一店卖全球，将有

100 个中国品牌通过天猫平台迈向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阿里将会提

供翻译、推广、支付、集中运输等服务。 

天猫今年则是从以往的“全球买、全球卖”的全球零售体系进一步拓展

“全球运、全球付”的功能。双十一期间，菜鸟与阿联酋航空等多家航空

公司签署包机协定，提供 10 多架班机从中国起飞，将货物运往欧洲，这是

天猫双十一史上首次大规模包机为全球消费者送货。 

阿里巴巴近年收购的东南亚第一大电商平台 Lazada 和印度最大电商平台

Paytm，将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有力支撑点，其物流、仓储和配送体系将

会方便当地消费者选购中国商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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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鲍威尔接任美联储主席，美股牛市可望延续 

编译 李爽/王兴亚/李婷仪/王颖 

路透纽约 11 月 2 日 -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料

提名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理事鲍

威尔担任美联储下任主席，这可能会让投资者

在货币政策连贯性方面获得一些宽慰，并支持

长达八年的美股牛市，但对那些预期美元升值

的投资者或许构成打击。 

“最终宣布这件事，(股市)可能会觉得有点突

然，但我认为这不算重大意外，也不意味着政

策将明显转变，”芝加哥 Kingsview Asset 

Management 投资组合经理 Paul Nolte 表示。 

Nolte 称，如果选择不认同美联储当前政策的

其他候选人，比如斯坦福大学教授泰勒(John 

Taylor)，那风险会更大。 

鲍威尔自 2012 年开始担任美联储理事，未曾

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货币政策决

议投过反对票。外界认为他的观点与现任主席

叶伦一致，所以若获提名似将让投资者对美联

储可能的政策路径有更大的确定性。 

叶伦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在 2018 年 2 月届满，

不过她有资格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直至 2024

年。 

重要的是，如果经济或市场前景发生变化，外

界认为鲍威尔并不畏惧扭转目前大幅削减美联

储资产负债表的计划。 

“我们可以区分出极细微的差别，但整体而言，

他将采取耐心的政策立场，与现在别无二致，”

RBC Capital Markets 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中称。 

所谓的“美联储卖权”(Fed put)能够维持下去，

对于股市投资者而言至关重要。“美联储卖权”

是指，股市投资者认为无论何时只要经济增长

低迷或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联储将会向货币

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并 购买公债以维持利率在

低位，实际上在市场下跌时提供支撑。 

前主席贝南克主政时期，美联储帮助引领经济

走出 2008 年金融危机。直到 2014 年 2 月时，

贝南克交棒给叶伦。 

在那段期间，美国标普 500 指数上涨将近

40%。叶伦 2014 年上任以来，标普 500 指数

上涨将近 50%并且达到纪录高位。 

市场观察人士指出，企业获利稳健、经济增长

稳定，还有特朗普政府税改的可能性，都是近

几个月股市上涨的推手。 

但鉴于低利率是八年来股市牛气冲天的重要因

素，所以投资者也把美联储主席换人视为一大

风险，唯恐叶伦未获得续任将使股市涨势回吐。  

对美元可能不是好消息 

相反地，随着特朗普的经济主张无法迅速落实，

美元年内已呈现走弱态势。 

若鲍威尔获得任命，则美元可能进一步走软；

而如果特朗普提名泰勒或前理事瓦尔许担任主

席，美元可能会受到提振。外界认为泰勒和瓦

尔许可能会更快地上调利率。 

如果鲍威尔获得任命，可能会使债券价格上涨、

收益率下跌。因为若选他担任主席，则意味着

升息步伐将与叶伦担任主席的情况相仿。 

但有分析师警告称，不要过多押注鲍威尔领导

下的美联储就是叶伦时代的延续，并指出他的

观点并不完全明朗。 

“我们认为鲍威尔要更难懂一点，他似乎并没

有像叶伦或泰勒那样的那么坚定的纲领性货币

政策理念，”Natwest Markets 分析师在报告

中指出，并称他们预计鲍威尔的任命会有一个

“略偏鸽派”的反应。 

回顾过去 30 年，美联储新任主席提名当天的

股市反应不一。2005 年 10 月 24 日贝南克被

提名为美联储主席时，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均

上涨了 1.7%。1987 年 6 月 2 日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获得提名当日，道指下滑

0.4%，标普 500 指数下跌 0.5%。 

叶伦提名当日，道指和标普指数分别小幅上涨，

但股市当时比较谨慎，因为当时华府正陷入债

务上限之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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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股重获外资青睐，与日圆联动关系松动 

编译 王琛/王丽鑫/王颖/郑茵 

路透纽约/东京 11 月 1 日 - 日圆走强通常会打压日股，但如今日股正摆脱

这种汇率魔咒，吸引到包括高盛和贝莱德(Blackrock)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向

日本股市投入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 

尽管日圆上涨近 3%，但日股日经指数仍涨至 1996 年以来最高位，今年以

来涨幅达到 17%，以美元计的涨幅更是高达 20%，其中包括股息。日圆升

值往往会不利出口股。 

据东京证券交易所(TSE)，过去六周外资买入 4.4 万亿日圆(390 亿美元)日

股和期货。由于怀疑企业获利升势能否持续，外资基本会避开日股。7 月

中至 9 月初，因高度担心朝鲜(北韩)情势恶化，外资出脱 2.4 万亿日圆(210

亿美元)日股。 

但随着强劲的内需带动日本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年率成长 2.5%，

并连续第六季增长，日股看起来对外资仍具吸引力。 

“这可能是发达国家市场估值最低的了，也或许是唯一估值较低的发达市

场，”资金规模达 390 亿美元的 BlackRock Global Allocation Fund 经理

Russ Koesterich 称。据该基金网站披露，近几个月提高对日股持仓比例。

9 月底时，日本股票占其资产的 8.6%，高于前月的 7.8%。 

汤森路透数据显示，未来 12 个月美股市盈率(本益比)为 18.6 倍，日股为

15.4 倍。 

Koesterich 称，日股市盈率较低的理由很充分，包括通胀低迷不振，债务

负担沉重，以及人口老龄化。 

过去几年，日本央行采取激进举措试图提振经济，以每年 6 万亿日圆(530

亿美元)的速度购买国内股票上市交易基金(ETF)。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

周二暗示，全面撤回刺激举措之前，可能减慢 ETF 购买速度。 

市场正在规避这一风险。经纪公司 Macro Risk Advisors 的分析显示，从统

计上看，今年日本股市在日圆上涨时下跌的趋势有所减弱，但在日圆贬值

时仍会上涨。 

“日圆对出口的影响力减弱了，”索尼金融控股(Sony Financial Holdings)

分析师 Hiroshi Watanabe 表示。“目前市场对数码产品的需求很大，相对

价格而言，很多日本产品在质量和性能上更有竞争力。” 

今年 8 月，日本出口实现近四年来最快增长。增长步伐在 9 月有所减速，

但分析师认为放缓是暂时的。同时，日本 9 月零售销售亦实现三个月来最

快增长。 

 Gluskin Sheff + Associates Inc 首席分析师 David Rosenberg 在报告中指

出，日本“长达 25 年的下行趋势最近已被打破”。他表示，股市与日圆之

间的联动减弱证明，市场在依据企业基本面、而不是对汇率走势的猜测来

交易，失业率下降以及国内需求的上升都在帮助小型股公司。 

但在企业爆出重大丑闻之后，一些投资者仍担忧公司治理问题。日本第三

大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本月稍早表示，部分产品的质量数据存在造假。 

高盛资产管理的客户投资组合管理暨企业策略全球主管 Katie Koch 表示，

尽管如此，日本经济的竞争优势或许正在不断开发之中，围绕高管薪酬等

问题的企业改革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该基金经理人在日本方面的重点持仓包括 Nidec Corp 和 Pola Orbis 

Holdings 两只股票今年分别上涨了 55%和 52%。 

Nidec 生产用于电动汽车的小型发动机，电动汽车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市场；

Pola Orbis 的化妆品则吸引着中国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 

自动化技术也在吸引其他投资者进入日本市场。Global X Robotics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F 和 ROBO Global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Index ETF 是两家在美国上市的机器人题材 ETF，大量投资日股，譬如发

那科(Fanuc)。 

发那科帮助工厂实现生产自动化，今年股票涨幅超过 38%；同时，根据汤

森路透旗下研究公司理柏的数据，两家机器人题材 ETF 吸引资金 21 亿美

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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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霾及打击金融风险的行动令亚洲经济增长冲刺步伐放缓 

编译 刘秀红/汪红英/李春喜/侯雪苹 

路透香港 11 月 1 日 - 中国 10 月份制造业产出

增长放缓，给亚洲整体制造业活动带来威胁，

针对减少空气污染的严格措施迫使工厂减产，

而对金融业高风险行为的打击也令中小企业承

压。 

尽管周三的企业调查显示，亚洲的出口推动型

扩张态势仍在继续，但数据已开始反映出今年

稍早冲刺之后的疲劳迹象，暗示区域经济成长

已经见顶。 

不过，路透调查的多数分析师仍预期，如果没

有任何意外冲击，全球经济未来一年还将继续

保持平稳增长，即便中国增长动能在逐渐减弱。  

西方经济体上周发布的类似初步调查结果看起

来较为稳健，不会破坏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

(美联储/FED)逐步缩表以及欧洲央行放缓购债

的计划。而英国央行也可能在周四进行 2007

年以来首次升息，不顾英退相关影响。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分析师称，从近

期数据分析，今年全球经济增幅料在 3.5%左

右，而且到 2018 年应该也能维持这一增速。 

财新/Markit 周三联合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

10 月制造业 PMI 创下四个月最低增速，而且

企业继续裁员，尽管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指数

则双双回升。 

财新/Markit 联合公布的中国 10 月制造业采购

经理人指数(PMI)为 51.0，持平于上月，与路

透调查预估中值一致。 

但产出增速明显放缓，接近荣枯分水岭 50。 

日本、韩国、印尼、台湾、越南和印尼的 PMI

调查也显示，增速开始放缓，马来西亚的制造

业活动还出现萎缩。 

“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中国的)增长动能将减

弱，因信贷增长放缓、中共十九大以后财政支

持力度减弱、以及环境治理都将构成进一步的

拖累，”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 Julian 

Evans-Pritchard 说。 

在财新报告之前发布的官方制造业调查显示，

10 月制造业 PMI 降至三个月低点，受房地产

市场走软、环保限产导致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经

营活动持续放缓等有关。 

中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近

7%，受钢铁等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复苏支撑。

预计全年 6.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将顺利实

现。 

然而，推动经济增长的两股重要力量--房地产

和建筑业活动已经感受到政府给楼市降温措施

的压力。随着监管机构打击高风险借贷形式，

借款成本上升也使部分公司受到打击。 

多位官员在上月举行的十九大强调，中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暗示

将进一步采取措施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冒险行

为，这一信号刺激中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飙

升至三年最高。 

“财新 PMI 指数反映的是规模较小的公司，这

些企业处于去杠杆化改革的风口浪尖，”荷兰

国际集团(ING)大中华区经济学家 Iris Pang 说。 

“我认为这不是一次性的过程。” 

科技产业发展强劲 

全球对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刺激亚洲以科技

产品出口为主的韩国、台湾和日本等地经济及

企业获利稳健增长。 

台湾周二公布的第三季经济增速创下两年半来

最高，得益于高科技产业的增长，以及苹果新

款 iPhone 和其他电子产品的上市。 

台湾 10 月日经制造业 PMI 降至三个月低点

53.6，但仍是亚洲最高。 

周三出炉的数据显示，在记忆体芯片销售激增

助力下，韩国 10 月出口连续第 12 个月增长，

不过增速较 9 月放缓。 

“随着年关临近...超级科技周期可能放缓，”

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新兴亚洲资深经济分析

师 Trinh Nguyen 称。 

该分析师认为，近期科技行业复苏属于周期性

的，而非结构性的；此外，由于比照去年相对

疲弱的表现，2017 年的增速在一定程度上被

夸大。 

亚洲金融市场对 PMI 数据几无反应，投资者关

注的焦点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共和党推动的减

税计划的进展，以及特朗普即将宣布的美联储

下任主席人选，这些将会为未来数年的全球经

济塑造成长和政策前景。 

美联储今年已经两次升息，而且可能还会在

12 月再度升息。美联储周三将结束为期两天

的政策会议。周二出炉的数据显示，美国 10

月消费者信心升至近 17 年高位，这进一步加

强美联储在 12 月升息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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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提高美股比重至七个月高位，欧债配比降至6月来低点 

编译 徐文焰/王丽鑫/李爽/蔡美珍 

路透伦敦 10 月 31 日 - 周二出炉的路透调查结果显示，随着美国股市在 10

月攀升至新高，全球投资者将美股投资比重上调至七个月高位。企业获利

强劲与美国减税计划获得通过的希望增强，扶助美股走强。 

路透在 10 月 16-27 日进行的月度资产配置调查期间，访问了欧洲、美国、

英国和日本的 51 名基金经理与投资总监。 

在此期间，美国众议院勉强通过 2018 财年预算案，为推进税改铺平道路，

令市场期待美国企业将可从中获益。 

这一进展帮助美股在 10 月迭创新高，而美国企业获利优于预期、以及美国

第三季经济增长表现良好，也为美股上涨再助一臂之力。Nasdaq 指数和

道琼工业指数在 10 月的涨幅分别为 3.6%和 4.3%。 

全球投资者 10 月全球股票投资中，美国股市持仓比例上升 2.1 个百分点至

40.8%，为 3 月以来最高，这并不令人意外。 

虽然全球投资组合中，整体股票持仓略下跌至 47.5%，但投资者仍然乐观。 

Royal London Asset Management (RLAM)多种资产主管 Trevor 

Greetham 称，“自 2009 年 3 月的低位以来已超过八年，但通常预示股市

牛市终结的不平衡现象仍然不多。” 

“某些角度上，通胀持续上升将引起全球央行纷纷收紧货币政策，但目前

还没到那样的程度。” 

回答有关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问题的

受访者中，只有 38%认为这三家央行年底前都会收紧政策。 

虽然外界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 12 月再次加息，但受访者对于欧洲央行和英

国央行的政策路径看法分歧。 

欧洲央行 10 月末表示，将自 1 月开始把购债规模减半，但同时亦将购债举

措延长至明年 9 月底。在欧洲央行的决定公布前，多数受访者已完成调查

问卷。 

“逐步缩减购债并非收紧政策，”Greetham 表示。 

关于英国央行，Carmignac 投资委员会成员 Sandra Crowl 指出，该央行的

处境有些棘手，一方面通胀再上升，另一方面投资和消费者支出均减弱，

在拖累经济增长。 

欧债配比下降 

全球债券投资组合中，投资者将欧元区债券持仓占比减少一个百分点至

28.9%，为 6 月来最低，并将英国债券配比削减至 9.9%。 

新兴市场债券仍受追捧，其在投资组合中的配比提高 1.2 个百分比至

12.1%。 

调查受访者对于德国新任财长会否放宽该国财政政策的看法各占一半。之

前德国现任财长朔伊布勒同意离任。 

“德国人担心欧洲央行当前的政策对他们而言太过宽松，”Kleinwort 

Hambros 投资长 Mouhammed Choukeir 称。他表示，弥补这个宽松货币

的唯一方法是严谨的财政政策。 

对于英退谈判僵局是否会导致硬退欧，基金经理人没有什么共识。在针对

这个议题的特别问题上，半数的答覆认为会。 

罗素投资(Russell Investments)投资组合经理 David Vickers 指出，英国保

守党在选举中取得凄惨成绩后，一般看法是英退只会更加偏软。 

但 Generali Investments 资深经济分析师 Martin Wolburg 等其他人指出，

接下来还有不少阻碍，包括分手费、北爱边界问题、以及英退后欧盟公民

在英国的权利。 

“如果 12 月在达成协议方面没有取得进展，投资人可能会预期达不成协议

的风险大幅提高，”J Safra Sarasin 资产配置分析师 Jan Bopp 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