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到美国的时候，可以声称自己首次访问北

京就拿下了超过 2,500 亿美元的商业合作协议。这些协议最

终是否能达到如此规模，则是另外的问题。 

在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证下，美国飞机制造商

波音、美国通用电气和芯片巨头高通在北京与中方伙伴签署

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协议。“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中国商

务部长钟山在北京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 

在决策层多次强调要牢牢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和一系列

市场风波之后，中国金融业纵深发展的监管问题终于尘埃落

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日前正式成立，金融综合监

管开启新时期。 

中国监管层针对新股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审核正在日趋

严格，意图从源头上把握好上市公司质量。新发审委的审核

逻辑除了注重实质性、规范性条件和行业性特征判断外，其

尺度把握更多从监管角度出发，对合规性、内控体系及财务

数据的可靠性要求较高，未来新股发行审核从严或将常态化。  

业内人士表示，在监管从严的总体思路下，近期 IPO 发审

通过率降至新低，此举既可提升上市企业整体质量，增强投

资者信心，也可在存量资金有限的市场环境中，引导部分资

金投向更有效率的领域，如支持企业重组上市及再融资等。 

周四披露的美国参院版税改方案中，在如何调整企业税、州

及地方税(SALT)扣抵以及房地产税等方面，与众议院版税

改均有所不同。参议员表示，他们希望把企业税从 35%降

至 20%，但是在 2019 年实施，不赞成即刻生效。 

两院税改版本细节逐渐浮现，美股随之下滑。投资者忧心

两院税改歧见，对参院税改案将企业税减税延后实施也感

到不安。 

特朗普此时正在亚洲进行访问，共和党人重申该党在今年

年底前制定最终版立法的目标。如果真能如此，将是特朗

普上任以来在立法方面的首次重大成就。 

美联储理事鲍威尔如果获得参议院确认，将在现任美联储

主席叶伦 2 月份任职到期之后接替她的职务，届时他所继

承的将是稳健的经济成长，以及至少未来数月货币政策已

达成共识的局面。 

但他也将接下叶伦未完成的作业，也就是经济方面的几个

未解难题，为何通胀如此低迷、金融市场状况在货币政策

制定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利率较低时如何应对经济衰

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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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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堪称“奇迹”的巨额商业协议粉饰两国的失衡贸易 

编译 张涛/刘秀红/王琛/王兴亚 

路透北京/上海 11 月 9 日 - 美国总统特朗普回

到美国的时候，可以声称自己首次访问北京就

拿下了超过 2,500 亿美元的商业合作协议。这

些协议最终是否能达到如此规模，则是另外的

问题。 

在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证下，美

国飞机制造商波音、美国通用电气和芯片巨头

高通在北京与中方伙伴签署了数以十亿美元计

的协议。 

“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在

北京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 

这些总计达 2,500 亿美元的商业合作协议，凸

显特朗普急于让外界看到他在努力解决与中国

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他长期抱怨该问题，周

四更是称之高得“令人震惊”。 

特朗普上周加大了对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的

批评力度，称其是“令人尴尬”和“可怕”的。

9 月份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 346 亿美元。 

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很多长期担忧仍然存在，

包括无法自由准入中国市场、网络安全以及中

共党组织扩大在外企中的影响力等。 

“这显示出我们拥有强大、充满活力的双边经

济关系，但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公平竞争，因为

美国企业在中国从商仍处劣势，”美国商会会

长 William Zarit 告诉路透。 

Facebook Inc 和谷歌等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基

本被封；美国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等汽车生产

商必须通过在中国的合资企业运营；好莱坞影

片在中国也面临严格的配额体系。 

提高整体数字 

国事访问中通常都是如此，许多交易都包装成

“不具约束力的”协议，缺乏细节或只是延续

现有合作，帮助提高整体数字。 

高通与小米、OPPO 和 Vivo 三家中国手机制

造商签署了价值 120 亿美元不具约束力的备忘

录，高通称与这三家企业有着“长久关系”。

高通有超过半数的营收来自中国。 

波音在中国签署了 370 亿美元商业协议。 

“看看其中有多少过去的协议/采购订单被包

装进来，这是很有趣的。中国在反覆兜售同样

的协议方面可是行家里手，”墨西哥前驻华大

使 Jorge Guajardo 发推文称。 

不过，特朗普周四确实力促习近平改善两国之

间的贸易收支。 

“美国必须调整政策，因为与中国的贸易已经

远远落后，坦白地说与许多其他国家也是这

样，”他对记者说，并称前几届美国政府坐视

贸易“失去平衡”。 

“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他说。 

当被问及这些商业合作协议是否能在一定程度

上帮助解决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担忧时，企业高

管抱持谨慎乐观态度。 

“总体而言，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一件好事，很

不错，”参加代表团的一名驻上海律师

Gentry Sayad 表示，“现在，让我们拭目以

待真的会发生什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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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监管新框架能否打破监管协调难落实的窘境？ 

作者 李铮 

路透上海11月9日 - 在决策层多次强调要牢牢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和一

系列市场风波之后，中国金融业纵深发展的监管问题终于尘埃落定，国务

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日前正式成立，金融综合监管开启新时期。 

尽管成立金稳会的现实必要性已无需再论证，但立足于金稳会的监管协调

机制如何有效运作并切实补齐监管短板，及厘清与地方监管的关系等等，

官方披露的现有信息尚未给出清晰的政策方向，这些具体的问题均有待进

一步明确。 

“从7月中旬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成立到现在花了将近四个月时间，酝酿

过程比较长，这不是按理想化方式去配置而一定是各方博弈妥协的结果，

(金稳会)规格似乎是低了一些，而由分管金融副总理马凯协调一行三会事

务可能是一个过渡性安排。”一位资深政策研究人士对路透称。 

他并表示，现在的职能表述都比较笼统，具体的政策需要明确了才能判断

力度有多大，比如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实际上就是央行与三

会（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怎么协调，而协调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

产业政策，难度可能就大一些。 

根据新华社报道，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

事协调机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有五方面主要职责：一是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二是审议金融业改革发展重大规

划；三是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

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协调金融政策与相关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 

四是分析研判国际国内金融形势，做好国际金融风险应对，研究系统性金

融风险防范处置和维护金融稳定重大政策；五是指导地方金融改革发展与

监管，对金融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行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等。 

考虑到以往的历史，业内对金稳会协调效果存在不确定性的担忧不无道理。

以往并非没有统筹监管协调的先例，早在2004年，三会就建立了监管联席

会议机制；而2013年钱荒发生不久，国务院便批复了建立由中国央行牵头

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试图使之起到协调各方，防范风险的

作用。但由于缺少深层次的融合，都无法起到很好的跨部门协调，这在近

两年发生的跨市场跨行业风险事件中已充分暴露。 

不过，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都已大不相同，可以说形势更为

复杂严峻，同时，中国决策层对金融风险的重视程度亦不可同日而语。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要落实金融监管部门

监管职责，强化监管问责，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

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毫无疑问，这对监管部门

是严峻的考验，而在失职与渎职之间，是对风险监管全覆盖的要求。 

职责任务重大，诸多难题待解 

处于迫在眉睫既要防黑天鹅又要防灰犀牛的金融风险易发高发期，金稳会

职责任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伴随着近年来大资管时代的到来，混业

经营模式不可逆转，而影子银行、各类地方性资产交易平台等交叉性金融

产品名目繁多，监管部门要实施功能监管与穿透式监管存不少挑战。 

根据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 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所

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这就意味着，除了有效的监管协调外，有必要

清晰界定对相关业务与产品的监管边界。 

市场普遍预期，金稳会成立后，包括备受关注的大资管业务管理办法等影

响涉及跨市场跨机构业务的监管政策会陆续落地。如何协调货币政策与金

融监管相关事项，确保重要政策出台不造成市场大幅波动继而影响金融稳

定压力也不小。 

一家银行高管对路透表示，上半年市场不少声音讨论问题是“政策过头了，

经济不行了，要转向(松)，十九大后局势稳定了是不是该松松了”，但实

际上从各方面表态来看，以后政策恐怕并不会松，甚至相对来说上半场是

稳杠杆而非降杠杆，真正降杠杆更严厉的储备措施陆陆续续会出台。 

“央行最近在公开市场的操作就很讨巧，不松也不紧实际上就是紧，未来

如果政策更严央行必须要配合做一些动作，没有更严格就可以收得紧一些，

总之是为未来政策留一些空间，一些大政策落地对市场到底会造成多大影

响，大家都没有判断。”他说。 

在该高管看来，不能对政策放松抱有有太大幻想，“对政府来说能容忍的

度，可以说只要不影响到政局的稳定，实际上在其他方面是可以放弃一些

东西，这并不是纯经济可以分析的”。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如何协调。落实中央要求全国各地金

融监管部门加挂地方金融监管局牌子，目前江苏、深圳、山东等地已经开

始了相关工作。 

一位地方央行人士向路透表示了这样的疑问：央行正在试点撤掉大区分行

体制，要求在年底前完成机构改革，恢复省分行体制，同时，中央要求全

国各地金融监管部门加挂地方金融监管局牌子，未来地方央行和金管局包

括三会机构会不会也有协调，如何协调？ 

有了解政策的权威人士告诉路透，在这一问题上，总体的安排是中央统一

规则，权限都交给地方，“你审批，你监管，你担责，同时金稳会还要对

地方的金融局、金融办、金融厅进行监管，与地方一行三局形成错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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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股发行审核从严将常态化，再融资料相应获得更多倾斜 

作者 张晓翀 

路透北京 11 月 10 日 - 中国监管层针对新股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审核

正在日趋严格，意图从源头上把握好上市公司质量。新发审委的审核逻辑

除了注重实质性、规范性条件和行业性特征判断外，其尺度把握更多从监

管角度出发，对合规性、内控体系及财务数据的可靠性要求较高，未来新

股发行审核从严或将常态化。 

业内人士表示，在监管从严的总体思路下，近期 IPO 发审通过率降至新低，

此举既可提升上市企业整体质量，增强投资者信心，也可在存量资金有限

的市场环境中，引导部分资金投向更有效率的领域，如支持企业重组上市

及再融资等。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证监会新一届发审委履职以来，IPO 通过率仅为 56%，

而 11 月 7 日 6 家企业上会，仅 1 家通过审核，其他 5 家全被否决，16.7%

的通过率，创下 2015 年 IPO 重启以来，单日否决家数、否决比例最高的

记录。 

“发审从严，过会率降低，可能和重质不重量有关系。这会给市场带来一

些质地比较优秀的公司，从而带动整个市场，尤其是中小盘股质量的提

升。”联讯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陈勇称。 

新时代证券研究总监孙卫党亦认为，现在发行审核日趋严格，对市场有好

处。在提高新上市公司质量的同时，也能促进拟上市企业和中介机构加大

自查自纠力度。长期来看，带病上市的公司将大幅减少，排队等待上市的

数量也将降低，客观上减缓新股上市速度和对二级市场的压力。 

中国监管层对发行环节欺诈造假的监管力度和范围已逐步加强，在经历了

多起 IPO 造假案件之后，中国监管层开始调整思路，不仅稳步控制发行节

奏，也开始通过法制法规和制度建设加强新股发行审核，强调保证 IPO 企

业质量。 

今年 7 月，证监会对发审委制度进行了完善，将主板与创业板发审委合并，

强化发审委制度运行的监督管理，通过公示、筛选等方式谨慎选拔发审委

委员。 

“IPO 审核从严的趋势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已经有所体现。但自从发审

委换届以来，在最近一个多月中所呈现出的如此之高的否决率还是始料未

及的。”北京某大型投行人士称，“从近期被否决的案例来看，新一届发

审委对发行人的合规性、内控体系以及财务数据的可靠性要求较高。” 

业内人士并表示，监管层强调和鼓励新股发行信息披露，但并不是要求仅

仅披露，而是希望投行等中介机构能够在上市辅导过程中帮助企业找到解

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此外，在国家脱虚向实、注重环保、加强反腐等大

背景下，部分有违国家大政方针的行业也不会受到审核的欢迎。 

再融资将提速 

今年以来，证券市场一直未能走出存量资金博弈的格局，在国内经济转型

的关键期，监管层力图将有限的资金资源均匀分配给新股和再融资，正所

谓把钱用在刀刃上。在新股发行审核从严之后，天平的另一端--再融资料

相应获得更多倾斜。 

监管层此前一度重拳出手整顿再融资市场，令部分公司再融资进程受到影

响，如一段时期 A 股市场并购重组进程极为缓慢，众多上市公司借此进行

再融资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对产业结构调整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不过在沉寂了近一年后，近期监管层口风开始发生变化，再融资也明显提

速。而 360 的借壳上市有望成为 A 股市场放松并购重组的标志性事件。 

近日市场高度关注的奇虎 360 回归 A 股计划终于浮出水面，360 公司拟通

过资产置换和定向增发等形式将 100%股权置入上市公司江南嘉捷，置入

资产估值高达 504.16 亿元人民币。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近日表示，证监会将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战略发

展方向、掌握核心技术、具有一定规模的优质境外上市中资企业参与 A 股

公司并购重组，并对其中的重组上市交易做出进一步严格要求。 

市场人士指出，今年以来，监管层有意引导企业通过可转债的方式进行再

融资，对可转债的审核和发行速度明显加快，不少上市公司可能很快就会

加入到可转债融资的队伍中来，可转债的规模还在持续扩张。 

“现在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可转债发行明显增多了，这个可能是一个动向。”

陈勇表示，相对原来再融资受限，现在监管层可能是希望通过可转债的方

式解决再融资的问题。 

长远利好二级市场 

分析人士指出，发审从严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

益，也有利于市场价值投资理念的形成。 

同时，虽然目前 IPO 排队企业依然较多，但从严审核的监管环境将令部分

不达标的拟上市公司主动退出上市申请队伍，有利于解决市场潜在的发行

融资压力。长期而言，市场担忧的大小非解禁压力也将减轻。 

西南证券首席研究员张刚表示，“否得多了，自然而然排队的企业上报的

标准也就高了，好多不达标的也就撤了，堰塞湖的问题也就慢慢解决了。” 

另外，发审从严后，目前已上市的优质公司的稀缺性将更加突出，投资者

对上市企业的信任度也会大幅提升。由于新上市公司多为中小企业，市场

风格可能向中小盘股票出现一些转化。 

“发审从严后，大家情绪上会觉得已上的公司质量会好一点，炒起来放心

一点。”陈勇说。不过，由于目前已过会的待上市新股数量依然较多，业

内人士预计，当前新股发行的节奏不会就此发生变化。 

据证监会官方信息显示，截至 11 月 2 日，沪深两市尚有 489 家排队上市

企业。而近一周新股上市速度有所加快，证监会上周核准了一批九家企业

的首次公开发行（IPO）申请，募资总额不超过 95 亿元人民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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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筹股成中国股市上涨主攻手,价值投资成未来几年A股主基调 

作者 林琦 

路透上海 11 月 8 日 - 以贵州茅台为代表的蓝筹股板块成为近阶段中国 A

股市场上的大牛股，并带动大盘多番冲关拔寨。随着蓝筹股近日屡创新高，

其上涨行情能否持续，成为近期市场热议的焦点。 

尽管 A 股市场历来有“炒新炒小”的习惯，但近两年来海外长线资金持续

买入、新股发行加速、股价处于估值洼地等多重因素，合力推动蓝筹股不

断上扬。相当多人士指出，A 股结构分化将持续，价值投资仍会是近阶段

市场主流风格，预计未来几年蓝筹股行情还将延续。 

“一轮风格周期的演变，从少数人发现机会，到向大部分人扩散，资金不

断流入，直至股价被高估后，被新的风格所取代，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

程。”私募基金少数派投资董事总经理周良表示。 

他指出，上一波以中小市值股为代表的成长股行情，持续了五六年时间。

本轮蓝筹股行情才只有两年时间，大量公募和私募基金目前仍低配蓝筹股，

且蓝筹股总体估值合理，预计行情还可延续。 

瑞银资产管理（香港）公司中国股票投资总监施斌亦表示，“蓝筹的重估

只是在路上，还没有结束。” 

以沪深两市单价最贵的茅台为例：自去年 1 月以来，其估价屡创历史新高，

累计涨幅达两倍。卖方机构今年来已多次调高该股的目标价位，中金公司

最新报告将目标位调至 845 元，较目前约 650 元的价格还有三成的上升空

间。 

类似的还有恒瑞医药等多只绩优股，恒瑞医药股价近两年已上涨一倍，中

国平安、工商银行等老牌蓝筹股亦创下 2008 年以来的新高。而被誉为沪

深两市标杆指数的上证综指同期却下跌 4%；创业板指数下跌 31%。 

外资成蓝筹股拥趸 

“我们的投资理念就是寻找领袖企业，...以合理估值买入，就能跑赢市场，

不会关注短期波动。”施斌指出，境外资金比较喜欢的个股是那些海外较

为稀缺的公司，例如茅台、五粮液、海康卫视等。 

施斌管理的中国基金十年前就买入茅台和恒瑞等蓝筹股。虽然近两年蓝筹

股上涨较快，但他认为，这些蓝筹股仍有基本面支撑，有投资逻辑。 

他解释说，两年前国内蓝筹股的净资产收益率约是 A 股市场均值的两倍，

但估值仅是市场均值的一半；目前它们的静态市盈率虽与市场接近，但其

净资产收益率仍保持领先，理应还能享受溢价。 

而与瑞银相似的海外长线资本，正源源不断透过沪港通、深港通和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QFII）等渠道进入 A 股市场。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9

月，外资持有中国 A 股规模首次超过 1 万亿元人民币达 1.021 万亿元，较

一年前增长约一倍。 

施斌认为，虽然 QFII 前几年亦投资 A 股蓝筹股，但因其规模较小，对市场

影响力有限。现在沪港通和深港通取消总规模上限，一天合计至多可流入

40 亿美金的海外资金，“积累起来的影响不可低估，而且这个门一开，不

可能再关掉了。” 

在周良看来，大盘蓝筹股转强并非外资一家之功。他认为，近两年来中国

新股发行速度加快，新股普遍为中小市值股，小盘股不再是稀缺品，为风

格转换埋下诱因。而外资和保险等长线资金的持续入市，投资标的往往是

流通性较好的蓝筹股，其筹码被大量锁定。 

他指出，A 股市场结构此消彼涨，热点已在悄然转移，而且蓝筹股的实际

流通市值明显下降，撬动股价所需力量比想象中小了很多，一旦蓝筹股行

情顺利启动，之后就是滚雪球似的惯性运动。 

蓝筹股的未来 

上海保银投资执行董事马肸珣非常乐观的表示，“中国来到了他的漂亮 50

时代，价值投资的春天已来临。” 

他认为，漂亮 50 是指中国最优秀的 50 家上市公司。国家正推进供给侧改

革和去产能，这有助于行业集中度提高，行业龙头公司将因此受益。而且，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相关资产仍处价值洼地，全球资金正持续涌入中国、

涌入香港。 

理成资产合伙人杨玉山指出，随着外资北上的规模持续扩大，A 股市场的

投资风格亦会向海外成熟市场靠拢，龙头公司能够享受溢价。明年看好二

线白酒、医药和家电等行业龙头股的机会。 

周良表示，投资者对蓝筹股行情能否延续的争议相当大。但市场情绪是一

个比较好的风向标，目前来看市场情绪还没到高潮期。 

“什么时候舆论出现一边倒时，你就要小心啦。”他预计，未来两三年，

蓝筹股为代表的价值投资风格周期将延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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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本周净回笼维持紧平衡,监管新时代中性维稳基调难改 

作者 吴芳 

路透上海 11 月 10 日 - 在逆回购到期量对冲下，

中国央行本周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 2,300 亿元，

不过单日净回笼规模逐步减力并终转为单日小

幅净投放，调控流动性紧平衡并维稳意图明显；

考虑到月度缴税周期临近，银行间资金面呈逐

步收敛势头，机构预期亦稍显谨慎。 

分析人士认为，外围来看，全球主要央行货币

从紧但美联储是否加息仍待继续验证，而国内

包括通胀在内的经济数据暂对政策掣肘有限，

惟结合日前金融监管新框架出炉并向纵深推进

的大背景，料短期货币政策还将适当配合，坚

持适度偏紧的中性维稳基调难改。 

“11 月来随着短期流动性扰动因素进一步减

少，本周前三个交易日资金面保持平稳偏松态

势，央行操作风格从周一到周三净回笼、周四

持平、周五小幅净投放，也表明央行继续秉持

‘削峰填谷’操作思路。”财通基金固定收益

分析师郑良海认为。 

他并指出，具体而言，即在货币政策稳健中性

基调下实施逆向调节，流动性紧张，央行进行

流动性投放，流动性充裕则及时回笼，确保流

动性处于基本稳定、中性适度水平，不给市场

宽松预期。 

央行本周首日逆回购操作暂停，随后连续进行

七、14 和 63 天期逆回购，在到期量对冲下，

单日净回笼规模逐步减力，前三日依次为

1,600 亿元、800 亿元、400 亿元，后转为完

全对冲单日到期量，并终于周五转为单日净投

放 500 亿元。 

据路透统计，本周公开市场共有 6,900 亿元逆

回购到期。上周若考虑 MLF 在内，实现全口

径单周净投放 870 亿；若按逆回购口径，上周

则净回笼 1,100 亿元。11 月共有 3,960 亿元

MLF 到期，除上周五的 2,070 亿元外，另外两

次到期分别在 11 月 12 日，金额 665 亿元，

以及 11 月 16 日，规模 1,225 亿元。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蔡浩亦表示，

本周央行前四个工作日回笼 2,800 亿，周五转

为本月以来的首次净投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受财政支出效应减弱和月中税期来临的影响，

周四资金面就已经从偏松转向了中性，而周五

的资金面则有向紧平衡转化的趋势。 

他还指出，10 月进出口数据与预期相仿，而

通胀数据虽超市场预期，但部分是受到国际原

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对年内货币政策影响有限，

年内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主基调不会改变。随

着下周税期的到来，预计中下旬资金面价格大

概率维持紧平衡态势。 

中国 10 月进出口增速虽双双较上月回落，但

平稳的出口及明显超预期的进口增幅，显示内

外需均呈现良好势头，预计后两个月外贸仍呈

稳中趋缓的态势。10 月通胀数据略超预期，

CPI 同比涨幅升至年内次高；而 PPI 同比涨幅

超预期，与上月持平。通胀虽或略存压力，但

整体仍属温和平稳，货币政策料维持当前基调，

不松不紧。 

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周五仍偏紧，回购利率大多

亦继续走升。尽管央行公开市场今日转向小幅

净投放，但因临近税期，机构在头寸管理上较

为谨慎，尤其是对在上午的融出普遍有所控制。  

监管新时代紧平衡基调难变 

业内人士称，外围全球主要央行加息的大环境

下，结合当前国内金融监管去杠杆及防风险向

纵深发展，预计随着金融监管进入新时期，货

币政策适度中性的基调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维

稳预期的同时还将适度配合监管深入推进。 

“(基调)还是紧平衡，没有明显变化，大势不

改总体平衡，资金短期波动多一点，但是有央

行的精准控制，资金面应该不会成为主要扰动

因素。”南京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杨浩表示。 

他并认为，市场目前关注的焦点还在金融监管

的变化和美联储未来是否会加息，只是最近高

层还没明确表态，就看接下来监管部门如何执

行了。从严是趋势，只是不知道“度”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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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博弈点。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最新撰文罕见措辞严

厉描述金融风险，并从宏观全局角度阐释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监管路径，以国

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为主导，并构建货币

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已逐

渐清晰。 

郑良海亦认为， 结合近期金融稳定委员会展

开监管工作，以及央行的各方面综合言论来看，

可以确信监管没有放松，防风险仍在路上；而

且日前英国进行了 2008 金融危机后的首次加

息，正式揭开欧洲加息序幕，美联储缩表和

12 月加息只剩月余，全球主要央行纷纷退出

宽松，中国央行很难逆势而行。 

“中美元首近期会晤，再次确认将大幅降低金

融准入，金稳委和一行三会提高风险监管，国

内外货币政策联动，正是大势。”他称。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周五表示，中方决定

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

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

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

制。此外中方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 20%、合计持

股不超过 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

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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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七天、

14 天和 28 天逆回购期限的基础上，2017 年

10 月末央行首次开展 63 天期逆回购，该工具

操作期限品种增至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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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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盛极而衰？能源巨头根本没把新能源威胁当回事儿 

编译/审校 李春喜/张涛/刘秀红/于春红/高琦/王琛/孙茉莉/张明钧/蔡美珍/王洋 

路透休斯顿/伦敦 11 月 8 日 - 20 年前，能源巨

头 BP 决定不再仅仅局限于石油能源。为了传

递在未来 10 年对可再生能源投资 80 亿美元的

计划，BP 采用了一个太阳笑脸图标(Logo)，

甚至承诺未来加油站将采用太阳能供电。 

新 logo 的文字是“不仅仅是石油”。随着策

略的转变，BP 开始在澳洲、西班牙和美国投

资生产太阳能面板，还在美国和荷兰建设风电

场。 

今天对于已退出或削减可再生能源投资的 BP

而言，更恰当的或许是“回归石油”。中国低

成本的组件给 BP 的太阳能面板产业带来致命

打击，BP 在 2011 年出售了该资产。一年后

BP 想出售美国风电场时连买家都找不到。 

“过去我们投入了巨资，”BP 执行长 Bob 

Dudley 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许多投资都

没有成功。我们还不能肯定哪些在商业上具有

可行性。” 

这场由大能源公司对新能源领域迄今为止的最

大一次尝试，成为了惨痛教训，已经引起了其

他同业的注意。 

各国政府和环保人士预测石油需求将在一代人

的时间内达到顶峰，而且中国和印度也表示最

终可能会禁止使用汽油和柴油汽车，但全球最

大石油公司的高管们并不认为他们的传统业务

即将面临威胁。 

路透对清洁能源投资的分析，石油巨头的预测，

以及对石油产业高管的独家访谈，显示他们在

替代能源方面的投资大多是做做样子。根据能

源咨询公司 Wood Mackenzie 的说法，全球五

大石油公司的合计年度支出为 1,000 亿美元，

目前可再生能源项目约占 3%。 

相反，BP、雪佛龙(Chevron)、埃克森美孚 

(Exxon Mobil)、皇家荷兰/壳牌石油集团和道

达尔(Total)等公司正在压榨他们的钻井和加工

资产来创造更多收益，以便在当前向投资者支

付回报，并增强其资产负债表以保证未来的成

长。他们相信，如果其他公司能够证明新能源

有利可图，届时他们可以通过收购其他企业或

技术进入新能源领域。 

“目前没有需求触顶的迹象，”雪佛龙执行长

John Watson 表示。他是经济学家出身，将在

2018 年初退休。“未来 10 到 20 年，我们预

计石油需求将会增长。” 

国际能源署(IEA)预计，到 2040 年石油需求将

增长 10%，反映了油企之间的共识。油企对

于石油需求见顶的预估之中，时间最早的是壳

牌执行长范伯登(Ben van Beurden)预言的

2020 年代末期。 

历史表明，从木材到煤炭再到石油，能源使用

的转变，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煤炭在全球能源

消费的占比不久前在 28%见顶，仍高于天然

气的占比，仅略低于石油占比高达三分之一的

比重。 

主要油企数十年来在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权益，

究竟获利情况如何仍无从可知。没有一家大型

石油企业曾披露过来自太阳能、风能或生物燃

料事业的获利情况。 

诸如 Scottish Investment Trust 投资组合经理

Alasdair McKinnon 等投资者认为，石油直至

很遥远的未来都还能满足股东。 

“短期内化石燃料尚无可行替代品，”他表示，

“我们不认同石油长期需求破坏的论点。” 

对石油未来的信心主要依赖于新兴经济体消费

增加。埃克森美孚预计，受亚洲增长推动，到

2040 年交通运输对燃料的需求将增加 25%。

与此同时，雪佛龙对印度和尼日利亚的市场分

析认为，这两个国家不太可能建设电动汽车所

需的基建。 

BP 估计，汽车占石油消费的大约五分之一。

如果电动汽车真的最终占据了大众市场，石油

BP 关于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的预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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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仍可期待来自航空、铁路和卡车行业的需

求不断增加。 

对于多数大型企业来说，天然气较石油来说规

模偏小。但上述油企预计，通过替代煤炭发电

并扩大在化工产品中的使用，天然气在所有能

源中的比重有望增至近四分之一。天然气也能

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 

尽管壳牌预计的石油需求见顶时间早于其他油

企的预期，但该公司的未雨绸缪主要就是大举

投资天然气。壳牌去年投资 540 亿美元收购了

油气公司 BG Group，后者一半产量为天然气。

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和壳牌近期在全球范围内

向液化天然气(LNG)新项目投资数十亿美元。 

埃克森美孚未就这篇文章发表评论。 

短视的策略 

对于石油业巨头采取谨慎的再生能源策略，包

括一些大型投资人在内的批评者称，石油公司

相信变化将会缓慢发生，或者是一种化石燃料

将会逐步取代另一张燃料，这样的认知是短视

的。批评者指出，就像廉价天然气正在取代煤

炭一样，更便宜的风能或太阳能最终也将取代

天然气。 

南澳的一处项目将很快成为验证场所，这是一

个由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和运营商 Windlab

合作经营的，综合了风能农场和电网规模的电

池存储设施的地方，或许将为再生能源取代化

石燃料供应尖峰用电铺路。 

非营利性能源研究机构 Rocky Mountain 

Institute 的负责人、前壳牌高管 Jules 

Kortenhorst 称，生产化石燃料的公司需要迅

速重新定位，拥抱太阳能和风能产业。 

“你不可能在周一的早晨按个开关，就从一种

模式切换到另一种模式，”他说道，“对石油

和天然气行业的投入，在本质上是基于这样的

理念，即没有化石燃料世界经济就无法增长。” 

咨询机构 Wood Mackenzie 估计，大型上市能

源公司若想在再生能源市场获得他们目前在油

气市场占有的份额，就需要在未来 18 年投入

约 3,500 亿美元。这样的支出规模将侵蚀到油

气公司股东期望获得的丰厚股息回报。 

“我们认为对那些企业而言，转变业务模式将

是一大真正挑战，”有联合国背景的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政策总监 Nathan Fabian 说道。 

PRI 的指导方针要求将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

纳入投资分析的考量。它的原则已经被管理着

70 万亿美元资产的投资者们所采纳。 

小规模可再生能源投资 

油企已经对一系列范围广阔的可再生能源技术

进行了相对较小的投资。雪佛龙拥有一些风能

和太阳能企业，多数规模都不大；壳牌在南美

的蔗糖乙醇燃料项目、美国的风力发电厂、欧

洲的电动汽车充电站都有投资；BP 仍拥有曾

经试图出售的美国风力发电厂。 

20 年前作为 BP 执行长的 John Browne 帮助

启动了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早期投资，他表示现

在仍相信可再生能源将会增长。 

“这要花费时间，”他上月接受路透采访时说

道。“而他们也有时间。” 

壳牌承诺 2020 年之前每年最多投资 10 亿美

元用于“新能源”。 

道达尔今年表示，将每年投资 5 亿美元用于发

展可替代能源。但此后旋即宣布将斥资 75 亿

美元收购马士基石油(Maersk Oil)，这是加大

挪威北海原油产量计划的一部分。 

道达尔执行长 Patrick Pouyanne 在 10 月于伦

敦召开的会议上曾表示，重点是经济效益，这

或许能对公司上述做法解释一二。 

“当问及我们的客户什么是他们最关注的，不

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客户都会

说，价格排在第一位。”他说道。并称急于转

向可再生能源“有可能给我们 60 亿个客户带

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害。” 

埃克森美孚正支持对生物燃料的研究，与生物

基因公司 Synthetic Genomics 携手进行藻类

生物燃料研究。虽尚未透露投资细节，但称现

在的成果远远不到商业化的地步。与此相对照

的是，埃克森今年在美国页岩油资产上花了

56 亿美元。 

电动车、电动飞机 

石油产业中一些大客户准备转向可再生替代能

源，特别是在运输行业，而运输用途占全球能

源消费约四分之一。 

福特汽车今秋稍早公布其目标，到了 2030 年，

将有三分之一的营收来自电动汽车，另外三分

之一来自油电混合车。 

飞机制造商波音和航空业者 JetBlue Airways 

Corp 支持的一家新创公司近期宣布，将在

2022 年之前推出一架小型混合动力飞机，将

使用特斯拉及电池供应商 Panasonic Corp 的

电池。 

然而石油公司持续预测油品消费积极增长。艾

克森(Exxon)预估，到了 2040 年运输行业有九

成仍将仰赖石油。 

BP 预估到 2035 年全球汽车数量将倍增至 18

亿辆，当中只有 7,500 万辆是电动车。 

“我们将见到电动车能够在不需要大规模政府

补贴的情形下销售，”雪佛龙(Chevron)的

Watson 向路透表示。“这是我们目前正见到

的状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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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伦交棒鲍威尔：经济成长稳健,但联储未来政策遗留未解难题 

编译 刘秀红//王丽鑫/侯雪萍/徐文焰 

路透华盛顿 11 月 5 日 - 美联储理事鲍威尔如果获得参议院确认，将在现任

美联储主席叶伦 2 月份任职到期之后接替她的职务，届时他所继承的将是

稳健的经济成长，以及至少未来数月货币政策已达成共识的局面。 

但他也将接下叶伦未完成的作业，也就是经济方面的几个未解难题，为何

通胀如此低迷、金融市场状况在货币政策制定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利

率较低时如何应对经济衰退等。 

相关辩论会让现年 64 岁、律师出身的鲍威尔在联储经济研究员、12 位地

方联储总裁以及联储理事布雷纳德等同事之间调停。12 位地方联储银行总

裁中，有七位具有博士学位。如果叶伦在卸任联储总裁时也一并辞去理事

职位，那么布雷纳德将成为联储理事中唯一的另外一名专业经济学家。 

叶伦美联储主席的任期到 2018 年 2 月届满，但她作为美联储理事的任期

一直到 2024 年。 

而且除非美国近纪录高位的 101 个月经济扩张再延续四年，否则鲍威尔可

能还不得不应对衰退局面，而很多人认为美联储还没有做好相应准备。 

加州帕罗奥图 Merk Hard Currency Fund 总裁兼投资组合经理 Axel Merk

称，鲍威尔将“把监管问题放在心上”。 

“问题是，危机时他该做什么？又将依靠谁？我对于他的智慧或者诚信等

方面毫不怀疑，但他有可能把事情想简单了。” 

鲍威尔自 2012 年以来任美联储理事，将是 William Miller 以来首位没有经

济学高等学位的美联储主席。William Miller 在 1970 年代的短暂任期中，

通胀螺旋上升失去控制。 

短期内一切正常 

决策者虽然对短期经济前景和货币政策立场有信心，但担心近年来持续低

通胀可能意味着，经济比过去更容易重陷衰退。与此同时，如周五就业报

告所示，非农就业岗位稳步增长以及失业水平低，证明经济仍稳步进行扩

张。但一些分析师提到，长短期利差持续偏窄，或“收益率曲线”平坦说

明，市场对经济的未来感到怀疑。 

如果保持低利率，美联储通过降息应对经济下滑的空间将有限，等利率降

至零水平后将不得不再次采用购债或更多争议性工具，例如负利率。 

不过鲍威尔可以说更偏向“鸽派”，倾向于宽松，与叶伦持有同样观点，

下次危机可能让他处于不利境地。作为一名共和党人，在共和党总统执政

且国会由共和党把持的情况下，他可能不得不考虑共和党保守派通常反对

的政策。 

前美国明尼亚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柯薛拉柯塔称，“一个令人关心的

方面是鲍威尔领导的(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应对衰退冲击时，是否

会像叶伦领导时那么积极或主动。”柯薛拉柯塔现在是罗契斯特大学经济

学教授。 

他补充说，鲍威尔在担任美联储理事初期，“曾对非常规货币政策展现出

担忧”。 

后来，这种“担忧”逐渐转变成支持美联储政策。美联储政策承认，需要

时间来为 2008 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经济衰退疗伤。鲍威尔曾表示，

他致力于看到相关政策的继续。 

但结果可能取决于与他共事的人是谁，以及他觉得谁可以让人信服。 

技术派为主 

叶伦依赖来自美联储内外的建议，有条不紊地解决各种问题，譬如长远看

失业者是否会重返岗位，通胀机制自 2007-2009 年金融危机以来是否发生

了变化，该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叶伦在杰克森霍尔年会等场合发表的核心演说，通常包括数十项注解，引

述自美联储工作人员的报告以及经济期刊中同行评审的文章。 

她认为就业市场仍存在失业率等数据未能反映的薄弱之处，她的经济研究

根底帮助她把政策辩论向有利于美联储缓慢升息的方向引导。 

正如她的前任们借助对金融市场及生产率的类似洞察来制定各自的政策，

叶伦对就业市场的理解让她得出结论，即失业可在不产生通胀的情况比预

期低出许多。 

鲍威尔现在必须证明，他可以从美联储的人才网络中获得相同的洞察，并

将之转化为政策。前路还将存在许多其他风险，比方说，如果国会正在讨

论的税改议案设计不合理，美联储官员就担心它可能引发通胀风险，并迫

使联储以更快速度升息。 

新共识 

在货币政策讨论中，一些重要位置的人选还未确定。 

特朗普可以再提名三位美联储理事，如果叶伦的主席任期届满后也放弃理

事职务，那么特朗普就可提名四位理事。其中一名理事将担任美联储副主

席。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柯恩(Gary Cohn)周五表示，将很快开始与鲍威尔

就这些职务空缺进行商谈，年底前作出决定。 

巴克莱分析师称，“他可能想寻找拥有专业背景，能为货币政策提供理论

基础的候选人。”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在下次经济滑坡时如何引导货币政策。共和党人对

此一直批评不断。因此，问一句下次经济滑坡时的应对举措是否包括非常

规政策，这很合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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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议院税改提案推迟调降企业税，参众税改歧异引人忧心 

编译/审校 李婷仪/徐文焰/陈宗琦/戴素萍/王丽鑫/王颖/许娜 

路透华盛顿 11 月 9 日 - 周四披露的美国参院版税改方案中，在如何调整企

业税、州及地方税(SALT)扣抵以及房地产税等方面，与众议院版税改均有

所不同。 

参议员表示，他们希望把企业税从 35%降至 20%，但是在 2019 年实施，

不赞成即刻生效。 

两院税改版本细节逐渐浮现，美股随之下滑。投资者忧心两院税改歧见，

对参院税改案将企业税减税延后实施也感到不安。 

特朗普此时正在亚洲进行访问，共和党人重申该党在今年年底前制定最终

版立法的目标。如果真能如此，将是特朗普上任以来在立法方面的首次重

大成就。 

整体来看，在要求大幅调降高收入者和企业税率、以及大幅度重塑美国对

跨国企业的课税方式方面，参众两院的税改版本基本相符，如果税改立法

成功，这些人将是赢家。 

民主党议员在两项议案的闭门起草过程中基本遭到忽视，他们谴责议案是

对企业与富人送上大礼，对一般美国民众几无帮助。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柯恩(Gary Cohn)在 CNBC 专访中表示：“对我

们的税改计划最为兴致勃勃的群体，就是那些大企业的执行长。”这样的

评论形同火上浇油。 

在获得负责编纂税法的筹款委员会的通过后，众议院料于下周对议案进行

投票表决，两党投票立场泾渭分明，民主党反对立场坚定。 

参议院的时间表没那么明确，院内尚未起草正式法案，共和党在参院的优

势较小，任何法案要得到批准的难度也较高，遑论税改法案这个引发争论

的议题。 

白宫发布声明对筹款委员会与参议院财务委员会表示赞许，并表达对取得

进一步进展的信心。 

SALT 扣减 

民主党周二在弗吉尼亚和新泽西等地的州和地方选举中获胜，令同时掌控

白宫和国会的共和党兑现竞选期间的减税承诺显得更加急迫。 

“我们将推动(税改议案)冲过终点线，”众议院议长莱恩(Paul Ryan)称，

并指出众议院不会随随便便批准参议院通过的议案，需要设立参众两院协

商委员会，以调和分歧。 

两院方案的一大分歧是有关 SALT 扣减，高税率州的纳税人对此尤为关切，

这些通常是支持民主党的州，比如加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

和马萨诸塞州。 

参议院的方案将彻底取消 SALT 扣减。众议院的提案则只取消州和地方所

得税与消费税的扣减，但保留不超过 10,000 美元的房地产税扣减。 

众议院有很多共和党议员来自高税率州，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担忧足以阻碍

议案的通过。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表示，取消 SALT 扣减以及

共和党提案的其他部分，将冲击美国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 

他表示，“通过该计划并不会有助于共和党人士脱离他们身处的困境，反

而是将他们埋得更深...该议案可能是你们的政治噩梦。” 

房地产遗产税 

另一个争执点是房地产遗产税。参议院版本将予以保留，但扩大豁免，因

此支付该遗产税的人将比较少。众议院版本则将增加豁免，但将在六年时

间内取消该税。 

参议院版本要求维持现行的七个税级，并将最高所得纳税人的最高税率从

39.6%降至 38.5%。众议院版本希望减少税级，但维持最高等级税率 39.6%

不变。 

另一个需要弭平的分歧点是，参众两院要求对美国跨国企业在海外所持有

的 2.6 万亿美元国外获利进行课税。参议院希望现金和流动资产课税 12%，

非流动资产课税 5%。众议院周四进行修案，税率分别为 14%和 7%。(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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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C减产带旺美国-亚洲石油贸易，原油航运商久旱逢甘霖 

编译 蔡美珍/李春喜/高琦 

路透 11 月 9 日 - 对陷于困境的全球航运业者而言，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减产，导致美国石油出口至亚洲数量大增，或许正是天上掉下的礼

物，未来一年运往中国、印度及其他主要石油进口国的大批原油运费率皆

大幅攀高。 

Frontline、Euronav 及 Gener8 Maritime 等油轮公司目前仍在努力走出连

续五年费率疲软及获利下滑的窘境，在大量新建超级油轮陆续下水后，这

些油轮公司也面临更多财务压力。 

但 OPEC 减产协议的高执行率，让原本乏人问津的美国-亚洲航线涌入需

求。 

“亚洲需求上升的影响不会在下两季以强劲获利呈现，因为仍存在运能过

剩的问题，”船运经纪商 Charles R. Weber Company 的油轮研究主管

George Los 称。 

“但是到 2018 年年中及 2019 年，这将会对超大型油轮(VLCC)费率造成

明显影响。” 

根据汤森路透数据，将美国原油从墨西哥湾运往新加坡，这条相对较新的

航线运费自 8 月以来已经上涨超过 50%，11 月 9 日报每吨 15.54 美元。 

从中东到亚洲这条较为传统航线的运费也上涨了近 48%。汤森路透数据显

示，自年初以来美国-亚洲航线的运量增长近两倍，9 月时达到 500 万桶。 

“随着从美国往亚洲出口的增长，对我们业务的利好影响将在 2018 年下

半年以及往后感觉到，”比利时油轮运营商 Euronav 的发言人 Brian 

Gallagher 表示。 

Carnegie 分析师 Ola Ekern Rugsveen 表示，VLCC 的即期运费均价已经

从夏季的每天 10,000 美元，涨到 9-10 月时的 30,000 美元。 

OPEC 减产 

不到两年之前，美国取消了实施达 40 年之久的原油出口禁令，此后石油出

口活跃。随着一年前 OPEC 开始减产，美国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到激励，

今年 9 月达到 210 万桶/日。 

随着伊朗和沙特暂时将分歧搁置一边，10 月 31 日由 OPEC 供应的布兰特

原油较美国原油升水上涨至将近 7 美元，为逾两年最高。以往沙特与伊朗

之间的分歧影响了 OPEC 减产行动的效果。 

中国利用价差扩大之际，今年 1-9 月从美国进口了 11.5 万桶/日的原油，相

比之下，去年 1-8 月仅进口一笔不到 100 万桶的美国原油船货。 

全球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印度在今年稍早表示，将首次进口美国原油。汤森

路透石油研究与预估指出，今年头八个月美国对亚洲的整体原油出口达到

约 26.1 万桶/日，是 2016 年的逾十倍。 

根据船运经纪商 VesselsValue 的数据，截至今年 9 月，共有 30 艘巨型油

轮(装运量在 190-220 万桶)下水。这些油轮是过去十年间当油价接近每桶

200 美元时所下的制造定单。 

巨型油轮的现货装运价格目前大体相同于一年前水平，但较 2015 年 29.81

美元/吨的峰值下降了 48%。 

“我们现在正处在船队数量明显增长的时期，将有相当数量的新装运能力

进入市场，这限制了船运市场的进一步上涨。”Frontline 的高管 Lars 

Barstad 表示。 

“在船队数量停止增长以前，我们对未来几个季度的市场走势保持谨慎。

但到了 2018 年下半年，我们认为市场供需将出现改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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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是否会打破联动关系，英镑与英股不再踩跷跷板？ 

编译 徐文焰/杜明霞/王兴亚/王灿 

路透伦敦 11 月 7 日 - 英镑的每次大跌都会推动英国股市上涨吗？二者之间

自从去年英退公投以来的这种联动关系可能即将被打破。 

英镑自英国公投退欧以来的下跌转化为富时 100 指数的上涨，每次英镑受

创都会推动股市走高。自 2016 年 6 月的公投以来，英镑已贬值逾 10%。 

这中间的道理很简单。富时 100 指数成份股大约 75%的营收来自海外，因

此英镑贬值可以支撑以英镑计算的项目获利，同时提振英国的出口竞争力。

英镑下跌还令在英国上市的跨国公司股价对海外投资者来说更便宜。 

但随着通胀侵蚀了国内需求，迫使英国央行于上周实施 10 多年来的首次升

息，一些分析师称，英镑与英股走势的反向关联将被打破，从而砍掉英股

的一大助力。 

“这种反向关联通常存在于没有通胀压力、不会升息而且货币贬值空间也

不大时，”瑞银宏观策略主管 Yianos Kontopoulos 说。 

他说，立场强硬的央行可能打破这种反向关联--即便路透调查中的多数分

析师认为上周的升息举措是“一锤子买卖”，在 2019 年之前不会继续上

调利率。 

9 月通胀率跳升至逾五年最高，主要原因是英国公投退欧后英镑下跌，这

几乎使英国央行做出升息决定板上钉钉。 

英国股票投资者因英镑贬值而获益。但如果上述相关性减弱，他们将蒙受

损失。 

瑞银财富管理英国投资业务负主管 Caroline Simmons 表示，英镑疲软提

振英国股市富时指数在某些季度升幅高达两位数，但第四季这种提振效应

可能消失，英镑贬值对股市可能将完全没有影响。 

汤森路透数据显示，以英镑计的 MSCI 明晟英国股票指数今年料上涨 20%，

相比而言，以欧元计的 MSCI 明晟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指数上升 10.4%。 

英国国内投资者享有这种上佳表现的同时，外资投资者在英国股市的收益

受到汇率换算的负面影响。英镑大幅贬值后，现在相对处于区间波动，其

影响变得微乎其微。根据瑞银分析，从历史上看负相关持续时间较短。 

联动并非总有效 

期权市场暗示，投资者仍认为英镑与富时 100 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 

Kontopoulos 称，对于寻求做空富时 100 指数和英镑的投资者而言，一起

买入这两种期权会比较划算，以反映明显的负相关。 

因此，当这种联动打破时，有些投资者可能会面对令人不快的意外情况。 

“大家可能靠这一点来获利，”Kontopoulos 说，“以往是这样，但并不

是所有情况下都有用。” 

汇率效应将不会像迄今所呈现的那样，隔离或帮助分散国内风险，近期越

来越多的获利预警表明，公司层面开始感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 

“英国企业整体来看，获利情况意外好于欧元区，我认为原因在于汇率因

素，”摩根士丹利欧洲股市策略师 Matthew Garman 称。 

“但我并不认为，欧元区在获利预警和获利意外下行方面与英国上季的情

况相当。” 

但同样地，相关性下降也意味着英镑升值不会再拖累股市表现。 

大部分银行预计，随着退欧谈判接近最后期限，明年英镑将下跌，而非上

涨。瑞银预计英镑将走软，但预计不会对股市构成支撑。 

而摩根大通分析师担心汇率因素对英国股市而言会演变成“双输”局面。

他们预计英镑将升值--被认为对股市不利--并表示退欧的意外变化将导致股

市下跌，使二者转变为正相关。 

对预测股市或汇率走向态度谨慎的投资者转向波动率相关交易--押注波动

幅度而非市场走向。 

法国兴业银行的股票衍生品业务主管 Vincent Cassot 表示，押注富时指数

波动率下降、欧元/英镑波动率上升是该行今年表现最好的投资之一。 

“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英国退欧谈判情况，”他说。“很难判断市场走向，

但我们知道波动会比较大。”(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