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始于去年上半年的中国金融严监管，步入 2018 年后防风险

政策继续密集出台。今年宏观政策核心导向是降杠杆和防风

险，纵观“一行三会”等监管部门今年工作部署，延续紧货

币严监管的政策组合已明晰，去杠杆将全面发力，尤其是针

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料强化。 

2018 年立春，中国颁布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号文件，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

园，用更加优惠的政策留住人才，用共建共享的机制用好人

才，旨掀起新时代“上山下乡”的新热潮。 

不过，面对这个既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又需要突破现

行涉及农村土地制度等各方面大改革工程中，如何守住底线，

严防地方政府借振兴乡村之名违法违规举债，以防止运动式

的一哄而上、急于求成、大轰大鸣，显然更需要政策制订者

们未雨绸缪。 

人民币兑美元周四遭遇大逆转，盘中最大跌幅近 1,000 点，

并创 8.11 汇改次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分析人士认为，近

期人民币外汇市场成交相对低迷，且预期过于一致，一旦有

风吹草动即可引发踩踏，预计市场情绪稳定之后，人民币料

大概率延续稳中有升的走势。 

他们并指出，监管层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已大幅提升，不管

是个人还是企业，都要尽快习惯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而

今日大幅波动料可冲淡人民币单边升值押注，但中期操作仍

可延续逢高结汇思路。 

美国股市本周大幅震荡，全面大幅下跌。标准普尔 500 指

数周四下跌 3.75%，意味着该指数在技术角度上进入了修

正，即在 1 月 26 日创下历史高点后的跌幅已达到 10%。 

剧烈波动重现全球股市，依赖电脑指令的、对数字着迷的

基金经理在应对这一情况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美国股市

进一步走弱。 

分析师表示，随着股市近期重现大幅波动，这些基金预计

随着时间的推移，脱手股票等风险相对较高的资产，将会

在一定的情况下造成持续的波动。 

如果说本周全球股市暴跌是个指引，那么亚洲泡沫浮动的

债市和股市就有理由对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稳步上升的走

势感到不安了。美债收益率上升可推高全球融资成本，并

促使资本撤出该地区。 

对美国通胀上升的担忧导致过去的一周全球股市大跌，致

亚洲股市缩水 7%，全球经济增长强劲、美元疲软以及企

业获利增加这些利多因素仍不敌这种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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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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暴跌料不致打乱美联储今年升息节奏，因经济形势仍给力 
编译 李爽/郑茵/王灿 

路透纽约 2 月 6 日 - 周一美股暴跌，让投资者绷紧神经，但分析师表示，

这并不足以改变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在 2018 年继续升息的

计划，因为经济继续顺利运转。 

正当美国及许多经济体处于同步增长轨道之际，这次全球股市集体跳水，

导致市值较八天前所及纪录高位缩水 4 万亿美元，让人担心，如此迅速的

财富损失恐将影响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 

尽管市场尚未完全恢复元气，但金融形势(financial conditions)，也就是财

富水平和借款成本，仍处在近 25 年来最强状态。分析师周二表示，这些因

素加上 12 月实施的大幅减税举措将支撑美国经济增长 2.5-3.0%。 

分析师指出，除非市场大跌加剧，并损及经济，否则美联储决策者不太可

能改变今年升息三次的计划。 

“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情况不会改变他们对升息路径的观点，”纽约 HSBC 
Securities USA 美国外汇策略部主管 Daragh Maher 表示。 

美联储升息押注 

不过，从利率期货市场情况来看，交易员周一将美联储升息的次数从三至

四次调降为两至三次。 

上周五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报告颇为强劲，显示 1 月时薪同比上涨 2.9%，

为 2009 年 6 月以来最大增幅。数据公布后交易员加码押注升息速度将加

快。 

通胀忧虑不断升高，因薪资上涨推动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四年高点

2.88%。 

投资者担心薪资压力上升将吞噬企业获利，美联储将会以更快速度升息，

股市投资者因而疯狂出逃。 

美股三大股指在周一暴跌之后迎来反弹。 

但标准普尔 500 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灰飞烟灭，道琼工业指数低于去年

收盘，纳斯达克指数虽仍有 2.8%的涨幅，但比 1 月 26 日时录得的 8.7%
的涨幅已大幅回吐。 

金融条件依然宽松 

除通胀率上升迹象之外，宽松的金融条件也将是美联储决策者进一步上调

短期利率的关键因素。 

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将在 3 月 20-21 日的会议上升息 25 个

基点。美联储去年 12 月将目标利率区间上调至 1.25%-1.50%。 

“金融市场条件是部分考量因素，”景顺驻纽约的首席全球市场策略师

Kristina Hooper 称。“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能够促使美联储转变立场的条

件。” 

1 月 26 日止当周，衡量资金、债务、股市状况和借款成本的芝加哥联储金

融条件指数降至负 0.94，为 1993 年 8 月以来最低水平，预示市场条件极

度宽松。 

现在，美联储可能会监控通胀率是否确实加速上探 2%目标，或者只是相

关担忧引发短暂的市场抛盘。 

“美联储将继续关注通胀，”Hooper 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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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紧货币严监管组合明晰，防金融风险去杠杆全面发力 
作者 李铮 

路透上海2月6日 - 始于去年上半年的中国金融严监管，步入2018年后防风

险政策继续密集出台。今年宏观政策核心导向是降杠杆和防风险，纵观

“一行三会”等监管部门今年工作部署，延续紧货币严监管的政策组合已

明晰，去杠杆将全面发力，尤其是针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料强化。 

开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检查和处罚促进落实的力度也明显升级，制度对

市场的强制性约束力突显。中国金融问题根源在于高杠杆，围绕着三年时

间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安排，业内普遍预计，降杠杆成为解决

当下金融风险累积的主要举措，通过大力度推进降杠杆，金融泡沫将逐步

得到消化。 

“中央高度关注去杠杆工作，这是一个大战略，金融防风险仍有很多艰巨

工作要做，...今年整体货币政策肯定是从紧的，基调还是这样子，前些年

的刺激性政策会继续退出。”一位不愿具名的监管官员对路透称。 

从央行对经济增长和物价形势的判断看，今年货币政策仍然可能稳中趋紧。

央行副行长易纲稍早撰文强调，今年要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进一步完善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

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宏观审慎评

估）考核等。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日前表示，去杠杆是问题的集中所在，

管理金融风险的重点是在去杠杆，要准备迎接防范风险的各种各样的严格

监管措施。 

他并指出，过去追求GDP增长速度造成大量假的数字，带来了大量的不良

资产，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有些地方开始把过去GDP水分挤掉，这是

好事，“挤GDP水分的过程，其实也就是降低金融风险的过程。” 

FOST首席分析师冯建林亦持相同观点。他指出，鉴于原有增长模式依赖

于加杠杆，政府、国企、居民的债务风险都在积累，并对应为金融业资产

泡沫，今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去杠杆，这与当局开始弱化

对速度的追求实质是相通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上月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针对影子银

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中国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使宏

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结构适应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

强，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经济体系良性循环水平上升。 

根据央行初步测算，2017年三季度末中国总杠杆率比2016年末高出3.7个
百分点，增幅比2012—2016年平均增幅低9.6个百分点。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报告则显示，去年前三季度，中国杠杆率出

现两大变化：宏观上，实体经济总杠杆率趋稳，杠杆率由一季度的237.5%
提升到二季度238.2%和三季度的239.0%；结构上，由于杠杆转移，中国

杠杆率风险有所降低。 

降杠杆全面发力 

从监管部门最近的动向看，全面去杠杆的导向相当明显。央行管住货币供

给总闸门，并完善宏观审慎框架，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会”等部

委的政策都是继续完善制度、强化监管。 

银监会上月召开年度工作会议，部署了10项工作。针对企业部门的杠杆率，

第一项工作就是着力降低企业负债率，推动企业结构调整和兼并重组，严

格控制对高负债率企业融资，建立联合授信和债权人委员会两项机制，加

快不良贷款处置速度。 

同时，发改委、国资委、工信部都在部署处置“僵尸企业”；发改委、央

行、财政部等七部门则联合发布市场化债转股实施具体通知，允许采用股

债结合的综合性方案，相当于是放宽了债转股的政策限制，开了股债结合

的口子。 

一位政策观察人士直言，从严厉反对明股实债，到现在允许股债结合，这

种政策大变脸令人感到意外，“为了促进降杠杆，监管部门似乎不要底线

了。” 

针对居民杠杆率，银监会部署今年的第二项工作便是努力抑制居民杠杆率，

重点是控制居民杠杆率的过快增长，打击挪用消费贷款、违规透支信用卡

等行为，严控个人贷款违规流入股市和房市，继续遏制房地产泡沫化倾向。 

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去年12月27-28日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要求“有

效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严禁以政府

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

债”。目前，财政部正在清理PPP项目，预计今年将大力度清理规范地方

政府变相举债问题；银监会也表示，今年要配合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保监会则明确了保险防风险的政策框架，包括完成重点领域风险防控与处

置、打击违法违规保险经营活动和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三大类21项工作

任务，强调要培训审慎稳健的投资文化，并推出《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证监会今年则会在打击市场乱象方面进一步发力，IPO通过率低或

成常态。 

此外，监管部门处罚违规行为延续高压态势。据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今

年1月全国各银监机构累计公布了497张罚单，全月罚款近9亿元人民币，

其中同业、理财、不良资产假出表、票据业务违规办理等是金融机构吃罚

单的重灾区。 

金融控股集团监管料强化 

金融风险的复杂性，还体现在部分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各种交叉与利益输送，

滋生各类风险。对此，监管亦有必要强化。 

央行金融研究所所所长孙国峰就指出，金融风险从微观审慎角度分析，既

有金融机构资本质量的问题，也有金融机构资产风险属性的问题。关于资

本质量问题，一些金融机构的资本是由实体经济提供的，还是金融机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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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各种金融手段自己创造出来的？金融机构的资本有没有承担风险和吸收

损失的能力？ 

“如果实体经济没有为金融体系提供那么多资本，金融体系的资本就是自

己创造的，那么就会产生明股实债的问题。实际上一些资本起不到吸收损

失的能力，不能够承担风险。”他说。 

他并举例称，近些年中国有一些典型的非金融企业发展成为金融控股集团，

下面有包括银行、信托、保险、券商等各类金融机构，旗下银行给相关的

其他子公司贷款，获得资金后其他子公司再对金融机构进行注资，那么金

融机构的资本金就不是真正的资本金，起不到吸收损失的作用，也起不到

制约金融扩张的作用。 

1月5日，银监会下发《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直击违规使用非自

有资金入股、代持股份、滥用股东权利“掏空”银行等乱象。办法要求，

同一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作为主要股东入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

得超过两家，或控制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一家。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此前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也提到，少数不法分子通过复

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已经成为深化

金融改革和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的严重障碍，必须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FOST研究报告指出，从中长期看，以本轮强化监管为转折，中国金融行

业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轨道。前些年，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监管政策相对宽

松的情况下，金融业增速明显高于GDP，金融业在经济的比重已经相当高

了；“在新的发展轨道上，预计金融业发展将减速，占GDP的比重也将回

落，这样，金融泡沫将逐步得到消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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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布局乡村振兴掀上山下乡潮，须严防地方政府借机举债及

一哄而上 
作者 沈燕 

路透北京 2 月 5 日 - 2018 年立春，中国颁布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号文

件，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用更

加优惠的政策留住人才，用共建共享的机制用好人才，旨掀起新时代“上

山下乡”的新热潮。 

不过，面对这个既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又需要突破现行涉及农村土

地制度等各方面大改革工程中，如何守住底线，严防地方政府借振兴乡村

之名违法违规举债，以防止运动式的一哄而上、急于求成、大轰大鸣，显

然更需要政策制订者们未雨绸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将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全

过程，要管到 2050 年。因此，必须注意做好顶层设计，注重规划先行、

突出重点、分类实施、典型引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吴宏耀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他表示，要防止层层加码、“刮风”搞运动、搞“一刀切”。比如，现在

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就是要集中精力、尽锐出战、稳扎稳打、集中力量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为乡村振兴打好坚实的基础。 

为此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

划或方案。加强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

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各地要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根据各地发

展的现状和需要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 

吴宏耀介绍，中国正在制订《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简单说，文件是指导规划的，规划是落实文件的。 

事实上，在制定中央一号文件的同时，国家发改委已联合有关部门同步起

草《规划》，现在《规划》的初稿已基本形成，正在按照程序进行报批。 

中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周日发布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称，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既要不断夯实农村经济发展这个基础，也要推动农村文化、治理、

民生、生态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并明确到 2020 年，乡

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地方政府不得借振兴乡村之名违规举债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再到新世纪以来中国连续发布 15 个

中央一号文件，中国一共发布 20 个中央一号文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连续

15 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凸现“三

农”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重中之重”的地位，彰显了中国解决

“三农”问题的决心。 

无论是此前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抑或眼下的振兴乡村大战略，在设立宏大

目标的同时，如何确保政策落实不跑偏，防止初衷很好的政策对其它领域

产生不良的外溢效应，确保政策间协调，显然是该项大战略必须考虑的内

容。其中严防地方政府借乡村振兴之名违规违法举债，在中国严控地方政

府债务的大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针对乡村振兴这样一个必须有真金白银硬投入的大战略，中央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提到，中央一号文件对于解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有全面的谋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

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 

他指出，文件明确要求确保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公共财政

首先得给力，要加快建立涉农资金整合的长效机制，发挥财政资金“四两

拨千斤”作用，通过财政资金撬动更多金融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乡村振兴。 

“这一方面需要说明的是，要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不得借乡村振

兴之名违规违法变相举债。”韩俊强调。 

根据部署，下一段还要出台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起草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的考核评估办法。要通过这些政策性文件把金融服务乡村振

兴落到实处。 

三农问题现实痛点多，改革仍是摸着石头过河 

不可否认，中国已经出台的 20 份一号文件对解决中国人温饱以及农业现代

化发展都功不可没。但面对地区经济间的不平衡，贫富差距巨大，以及现

行经济社会和城乡间方方面面的不均衡，现实生活中涉及三农问题痛点依

然很多，这场振兴乡村的大战略仍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 

韩俊提到，新形势下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

的关系。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现行宅基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

每年有大量农民离开农村、离开土地，人口大量迁移，在农村就出现大量

农房、宅基地常年闲置。 

他称，武汉市做了一个调查，到 2016 年底，全市 1,902 个行政村，农村

房屋 73 万套，其中长期空闲的农房占到了 15.8%。前不久去河南调研，

一个 216 户的村庄，常年闲置的农房和宅基地有 46 户。大量的农房和宅

基地闲置，任其破败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利用起来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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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要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

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即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

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这是借鉴

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办法，在总结有关试点县（市）探索经验的基础

上，提出来的一个改革需要探索的任务。当然，宅基地的“三权分置”与

承包地“三权分置”会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承包土地经营权，鼓励流转、鼓励适度集中，宅基地就不存在鼓

励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问题。下一步，在改革试点过程当中，需要认真的

开展宅基地“三权分置”，特别是农户宅基地资格权的法理研究。要探索

宅基地“三权分置”具体形式，鼓励各地结合发展乡村旅游、新产业新业

态，结合下乡返乡创新创业等先行先试，在实践中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

地和农房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办法，加快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坐在办公室里是想不出办法的，目前社会上对宅基地制度改革关注度非

常高，必须准确理解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改革是要鼓励大胆探索，看不清

的问题先探索。但是，必须守住底线，探索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

用权，不是让城里人“下乡”去买房置地。”韩俊称。 

文件明确提出，一个“不得”和“两个严”，即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

要严格实行土地的用途管制，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

和私人会馆。同时，在城镇化进程当中，要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权，不能强迫农民以放弃宅基地

使用权为前提进城落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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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巨震冲淡单边升值押注，情绪稳定后仍可逢高结汇 
作者 张金栋 

路透上海 2 月 8 日 - 人民币兑美元周四遭遇大逆转，盘中最大跌幅近

1,000 点，并创 8.11 汇改次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人

民币外汇市场成交相对低迷，且预期过于一致，一旦有风吹草动即可引发

踩踏，预计市场情绪稳定之后，人民币料大概率延续稳中有升的走势。 

他们并指出，监管层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已大幅提升，不管是个人还是企

业，都要尽快习惯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而今日大幅波动料可冲淡人民

币单边升值押注，但中期操作仍可延续逢高结汇思路。 

“一大波踩踏，之前购汇需求不出来，今天明显增加了，当然市场流动性

本身就不好，放大了波动。”一外资行交易员表示。 

也有中资行交易员认为，今天离在岸价差明显拉大，且离岸美元价格更高，

套利需求也渐次推低在岸人民币汇价，美元已经回到 90 关口上方，短期人

民币重新回到 6.25-6.26 元高点概率或明显降低，“没有明显的感觉到有

央行在（出手维稳的）迹象。” 

人民币兑美元即期周四收盘暴跌 1.05%，盘中一度大跌 954 点至 6.3550，
中间价则续创 8.11 汇改以来新高。 

即期市场异动，相关衍生品市场也大幅波动，各个期限的离在岸美元/人民

币平价期权隐含波动率大幅飙升，其中在岸一月期平价期权隐含波动率升

至 5.5/6.1，创 2016 年 1 月初以来新高，离岸一月期平价期权隐含波动率

升至 6.9,/7.35，创 2017 年 1 月初以来新高。 

而当前人民币波动率已经接近欧元，从波动率角度上讲，显然有向成熟国

际货币考虑的意味；但短期波动率会否继续上行，交易员看法不一。德商

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周浩认为，目前的波动率水平已处于历史高位附近，

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做多，下行风险要远远大于上行风险。 

“然而当剧烈波动发生时，最重要的是立刻砍掉手中的头寸，然后冷静地

坐在一边，慢慢地等待市场情绪面修复。”他表示。 

拥挤的人民币多头 

年初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即期累积升幅仍超过 3%，而同期美元指数跌幅

不足 2%，欧元、日元、英镑包括雷亚尔、林吉特等发达国家货币和新兴

市场货币表现均不如人民币强势，更不用说韩元、印度卢比、印尼卢比等

出现累积下跌的货币。 

本周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美元指数因为避险需求止跌反弹，但彼

时市场一片看好人民币汇率之声，即便在美元反弹时，仍不见购汇出手，

周四早盘离岸 CNH 表现明显偏弱，这或许是某一时刻“点燃”了多头离

场的操作。 

“市场上的人民币多头实在太多。”周浩就今日人民币大跌给路透点评邮

件中称，“这可能导致行情随时出现反转，...多翻空之后，市场会更加恐

慌”。 

另外近期监管层频频表态将加大市场决定汇率力度,也加剧市场的不安情绪。 

中国央行 2018 年工作会议通稿对今年主要任务中的关于汇率方面的表述

称，“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

本稳定。”分析人士表示，这意味着政策层面直接干预汇率会越来越少。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认为，监管层支持跨境资金双向流动，人

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常态，“要适应和习惯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处

之泰然。根据自己的真实需要决定外汇交易的安排，锁定汇率风险。”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周三撰文强调，随着中国跨境资本流动趋

于平衡，前期采取的宏观审慎政策已全部恢复中性。外汇管理部门将坚持

政策中性原则，外汇市场微观监管强调跨境资金双向流动政策标准的一致

性，即既支持合法合规资金流出，也支持合法合规资金流入。 

但今日的大幅波动明显可以冲淡押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结合监管层的

容忍态度，预计在接下来市场购汇需求和结汇需求会有较为充分的释放，

这可避免升值预期累积导致汇率超调风险，人民币双向波动越发成为常态。 

仍需坚持逢高结汇 

全球避险情绪可能会在短期内继续提振美债收益率，为美元指数反弹提供

动力，但欧洲央行等经济体货币正常化预期料会持续成为美元多头的阻碍，

人民币中期仍有望整体偏强。因此操作上，仍需坚持逢高结汇思路。 

近期欧洲经济表现靓丽，市场仍猜测欧洲央行将在今年某个时候结束购债

计划，而通常在货币政策正常化预期形成时期，预期会对该货币形成持续

支撑，这个可从 2014 年开始的美元指数走势可看出，今年欧元料会替代

美元延续这种走势，欧元强势料会打压美元，人民币仍有望转强。 

另外分析人士也指出，中国经济基本面强劲，中美利差仍存一定优势，资

金流入仍可能会推升人民币，另外前期未结汇的头寸累积过多，某种程度

上讲，这部分结汇需求也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逐渐释放。 

中金宏观团队估计，2014 年至 2017 年累计结汇外汇头寸高达 4,000-
7,000 亿美元，鉴于中国经济增长“后劲可期”，且通胀“韧性”有望确

立，预计中国将再现外汇流入，人民币也将持续升值，人民币“空头平仓”

交易有很大空间。 

而根据最新的中债登和上清所公布的数据，境外机构 1 月份增持人民币债

券 983.15 亿元，增持幅度创历史新高，其中增持国债 605.09 亿元，另外

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走强，境外机构再度大幅增持同业存单 299.38 亿元，

顺周期行为重现。 

谢亚轩称，中美利差仍维持在 135bp 的历史高位，人民币国债对境外机构

而言仍具备较高配置价值。未来境外机构增持人民币债券可能只是节奏问

题，但不断增持将是确定性趋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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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空对决：论在股市选边站队 
编译/审校 高琦/王琛/蔡美珍/王灿/李婷仪/张若琪 

路透纽约 2 月 7 日 - 美国股市继 1 月屡创纪录高位后，在过去数日中遭遇

大幅回调，投资者为此展开争论，市场是准备重装旗鼓再攀新高，还是将

就此迎来更深幅度的修正。 

以下是针对上涨或下跌情景从五个方面展开的讨论。 

看涨的理由 

强劲的基本面：强劲的经济是看好股市将继续走升的关键。多头提出了就

业市场健康与企业获利稳健这两个因素。先看就业，美国 1 月就业大增，

失业率处于 4.1%的 17 年低位。企业获利也不俗，华尔街目前预期标普

500 指数成分股的今年获利增幅将为 18.4%，高于 1 月 1 日时预估的 12%，

因分析师认为削减公司税的举措将提振获利表现。 

“我们认为强劲的宏观环境将持续下去，”富国银行投资机构的全球股市

和技术分析师 Sameer Samana 说道。 

回调的发生是必然的：随着股市在 1 月稳步攀登纪录新高，投资者担心市

场在不回调的情况下涨得越久，遭遇的回调就可能越严重。根据 LPL 
Financial 的数据，截至上个月末，标普 500 指数已创下交易 396 天未曾出

现一次 5%回档的纪录。而该指数周一较 1 月 26 日触及的纪录高位下跌了

7.8%。 

“是时候看到股市出现一些回调了，”Virtu Financial 的交易员 Matthew 
Cheslock 本周稍早在纽约证交所表示。 

政策可能性：随着美国税改签署立法，投资者更加乐观认为，美国国会或

能通过立法来增加基础设施支出。这会直接影响建筑类股的股价，但也会

更广泛地刺激增长。 

企业“已因税率降低而获利明显提升，”纽约 Matrix Asset Advisors 首席

投资官 David Katz 说道。“我们强烈认为这个因素尚未完全反映到市场。” 

利率仍低：尽管有关债券收益率上涨和升息的担忧吓到了部分投资者，但

多头强调利率只是脱离极低水平。 

“尽管利率和通胀已有所上升，但相对于过去仍在很低水平，货币政策仍

属宽松，”道富环球驻波士顿首席投资策略师 Michael Arone 说道。 

长期看法：分析师维持年底目标不变。尽管指标标普 500 指数 2 月 6 日已

由从 1 月 26 日高位下跌了 6.2%，但投资者仍预计该指数到年底将录得温

和涨幅。 

看空的理由 

通胀：目前投资人谈论的最大且最受认同的疑虑，就是通胀率急升的速度

将足以迫使美联储加快升息。标普 500 指数 2 月 2 日下挫 2%，因当天公

布的数据显示 1 月薪资同比增幅创逾八年半最大。 

“如果利率持续调升，市场害怕的是利率会不会快速上升，”Per Stirling 
Capital Management 总监 Robert Phipps。 

波动性：在好几个月相对平静的市况后，这波跌势令美股大受震撼，接下

来可能还有更多剧烈震荡。虽然一些交易员视为机会，但波动性重现江湖，

也可能使投资者对股市更加信心不稳。 

“市场现在处于脑震荡处置状态，”Greenwood Capital 首席投资官

Walter Todd 称。“过去几天市场遭到非常猛烈打击，势必会有一些后续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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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也关注其他潜在风险：美国-朝鲜紧张情势、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俄

门”调查、以及民主党在 11 月期中选举从共和党手上抢走席位的可能性。 

仍有靴子未落地：股市下跌导致波动率指数(VIX)相关产品空头头寸被大规

模解除，而瑞士信贷和野村也分别宣布终止押注波动率下降的交易所买卖

票据(ETN)。 

“这些交易一部位遭到解除，会不会有什么我们没预见的后果？”

Greenwood Capital 的 Todd 表示。 

估值过高：即使在市场下滑后，对部分投资者而言股价依然很高。根据未

来 12 个月获利预估，标普 500 指数市盈率在周二时为 16.9 倍，而 20 年

均值为 16.4 倍，20 年中值为 15.6 倍。 

“我们面对的是估值较以往相对极高的市场，投资价值很少。我预计投资

者未来会有更好的入市机会，”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 JonesTrading 的首席

市场策略师 Michael O’Rourke 称。 

美联储的变化：投资者普遍预计美联储主席从叶伦到鲍威尔的过渡将平顺

稳定，两人在利率政策的立场几乎没有差异。 

但美联储掌门人换手，仍然加大了市场不确定性，股市下跌可能考验鲍威

尔的领导力否能够为股价提供托底支撑，就像投资人对过去历任美联储主

席的期望。 

“在我们看到鲍威尔的政策之前，市场不大可能给予美联储从宽待遇，”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SSgA)驻波士顿的首席投资策略师 Michael Arone 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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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遭遇抛售：电脑是否会导致其进一步下滑？ 
编译 张涛/徐文焰/王灿 

路透纽约 2 月 8 日 - 剧烈波动重现全球股市，依赖电脑指令的、对数字着

迷的基金经理在应对这一情况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美国股市进一步走弱。 

几年来波动性普遍较低，股价没有经历大的日常波动，部分原因是由于世

界主要央行的印钞和债券购买政策，导致投资者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

投入到高度技术化和侧重风险的交易策略。 

瑞银集团(UBS)的资深策略师 Jerry Lucas 表示，“本周剩余时间内将会出

现系统性的抛售“，来自每个追逐这种市场趋势的基金。 

分析师表示，其中包括波动性控制基金、风险平价基金、商品交易顾问

(CTA)和趋势追踪基金，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它们在周四的股市抛售中所扮

演的角色。 

这些分析师表示，随着股市近期重现大幅波动，这些基金预计随着时间的

推移，脱手股票等风险相对较高的资产，将会在一定的情况下造成持续的

波动。 

美国股市本周大幅震荡，全面大幅下跌。标准普尔 500 指数周四下跌

3.75%，意味着该指数在技术角度上进入了修正，即在 1 月 26 日创下历史

高点后的跌幅已达到 10%。 

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师 Anand Omprakash 称，美国股市周四大跌可能部分

是受到一些系统化投资策略的助推，这些策略的反应时间较短。 

“当市场波动开始加大，它们基本上就会开始卖出股票，”Omprakash 说。 

不过 AQR 资本管理公司的风险平价投资组合经理 Michael Mendelson 在

报告中指出，风险平价策略不会导致股市大跌。 

“媒体和分析师的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即风险平价和趋势跟随策略在波

动性上升时倾向于卖出。但当波动性迅速上升时，这些策略其实要等到高

峰过去才会卖出，”Mendelson 说。 

“推动全球股市剧烈震荡需要巨大的能量，而风险平价与趋势跟随策略无

论从规模还是交易速度而言都还不够，”他说。 

Salient 的首席投资策略师 Ben Hunt 说，他认为周四出现的卖压来自金融

顾问代客户卖出账户中的期权，而非风险平价等投资策略。该公司的

Salient 风险平价指数被作为一项市场指标。 

“风险平价基金等类似资产被妖魔化了，”Hunt 说。“有两点要说明：第

一，这些基金就像是轮船，而非快艇，变化非常缓慢。其次，波动率的单

日变化不会构成影响因素。” 

Hunt 表示，即使某个资产类别的波动率持续上升，单日内对基金的影响也

很小。 

本周全球市场波动令追随趋势的对冲基金止步不前，一些基金回吐了年初

以来的全部凌厉涨幅。 

市场人士称采取波动率策略的资金总额约为 1.5 万亿美元，并警告称，波

动率步入上升新时代，可能最终导致股票和其他风险资产进一步下跌。 

“就目前而言，市场动能完全为向下，”Robert W. Baird & Co.的首席投

资策略师 Bruce Bittles 表示。 

“在这种动能打破之前，我们仍然是脆弱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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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较长债收益率逼近3%关口，亚洲市场惴惴不安 
编译 李爽/徐文焰/侯雪苹/郑茵 

路透新加坡 2 月 9 日 - 如果说本周全球股市暴

跌是个指引，那么亚洲泡沫浮动的债市和股市

就有理由对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稳步上升的走

势感到不安了。美债收益率上升可推高全球融

资成本，并促使资本撤出该地区。 

对美国通胀上升的担忧导致过去的一周全球股

市大跌，致亚洲股市缩水 7%，全球经济增长

强劲、美元疲软以及企业获利增加这些利多因

素仍不敌这种重压。 

相比之下，债市和汇市没受到什么影响，因为

他们经历了 2015 年以来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

(美联储/FED)缓慢的升息步伐，而且最近欧洲

和日本等多位央行官员都提到要缩减刺激。 

美元的长期收益迄今也保持在低位，对于那些

向高收益新兴市场投入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的

投资者而言，这抑制了他们的融资成本。 

但美国 10 年期公债收益率正逼近 3%，分析

师称，当前经济强劲而通胀低迷的“金发女孩

(Goldilocks)”经济形势将让位于对经济增长

触顶、通胀上升和政策收紧加快步伐的担忧。 

“我们的‘金发女孩’概念是围绕美债收益率

相当温和地上升而展开的，”法国巴黎银行资

产管理的资深投资策略师 Daniel Morris 说。

“10 年期公债收益率升至 3%左右就算不上温

和了。它会颠覆我们的这一观点。” 

10 年期美国公债收益率在 2017 年多数时间内

下滑，即便美元短期拆借利率攀升也不为所动。

美元短期拆借利率上周突破 2.8%，为三年首

次，自去年 11 月以来已上涨 50 个基点。 

Morris 称，投资者将 10 年期公债收益率达到

3%，视为美国通胀加速的情形；在这种情况

下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将不得不

加快升息，全球市场也将出现震荡。 

美元指数在连续 13 个月缓慢走跌后，于本月

回稳，也令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美元走软

令外资更有理由投资于不断升值的亚洲货币。 

“新兴市场对美国收益率曲线长端比对短端敏

感多了，”汇丰常务总监兼经济研究亚太区联

席主管范力民称。 

范力民称，这主要是因为 10 年前全球金融危

机以来流入亚洲的多数资金为中长期资金，其

融资成本基于长期收益率，而非投资者借助短

期杠杆所筹集。 

“因此，如果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在 2.3%，在

印尼投资就仍有意义；但如果达到 3.3%，那

可能就得对新兴市场投资进行重新定价。” 

并非又一场削减恐慌 

2017 年，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印

度这五个债券市场获得的净资金流入约为 490
亿美元，而流入亚洲七大新兴股市的资金还不

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迄今为止，这些债券市场没有出现本国当局进

行任何重大货币收紧行动的预期，因此他们大

多数与美债收益率没有太大的关联。就连在亚

洲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的收益率也因为亚洲与

美国债券利差收窄而受到抑制。 

美债收益率上升时，一些市场的投资者所受影

响会较小，比如印尼和印度，目前这两个市场

10 年期公债的收益率分别在 6.4%和 7.5%左

右。比较危险的是那些 10 年期公债收益率和

美债约莫相同的市场，譬如韩国和泰国。 

Robeco Institutional 资产管理公司新加坡主管

Maurice Meijers 表示，随着美债收益率的上

升，新兴市场投资者将不得不好好想想，通胀

上升造成的损失能否弥补？值不值得承担更大

的风险？ 

“许多市场人士在追求收益时并没有考虑其中

的风险。一旦美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将带来信

心方面的打击，”Meijers 说。 

很多基金经理人认为，美债收益率若能缓慢走

高，或许对新兴市场冲击较小，至少要远远好

于 2013 年削减恐慌(taper tantrum)时的动荡。 

不过，他们担心投资者会掉以轻心。 

法国兴业银行资产配置主管 Alain Bokobza 表

示，投资者应该“为经济成长的金发女孩时代

告终做好准备...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处在 2.9-
3.0%的水平，全球和新兴市场将开始感到真

正的担心，”他认为这是一个门槛，一旦超过，

对美国经济不稳的担忧可能导致美国债市遭遇

突袭，并使人严重质疑美国经济能否在不引发

通胀的前提下持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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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募基金业人才出走，监管新规令业者难以为继 
编译/审校 张明钧/王琛/王洋/于春红/李春喜/高琦 

路透上海 2 月 8 日 - 中国私募基金经理人正面临员工出走潮，部分业者甚

至关门大吉，因中国政府试图降低杠杆及管控金融风险，令业者难以为继。 

私募基金行业原本红红火火，截至 2017 年的三年行业资本增长了六倍，

但私募基金扮演着协助金融机构回避相关规定并从事高风险交易的角色，

踩到了监管当局的红线。 

中国监管当局去年不断对财富管理产品大肆批评，导致从银行流向私募基

金的资金减少。 

11 月发布的规定中，杠杆倍数被调降为 200%，但部分私募基金的杠杆倍

数则高达 2,000%。业者同时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本金不受损失。 

根据业内员工、猎人头公司以及分析师的说法，这个法规出炉的结果就是

一堆人赶忙退出该行业。 

“对，close down，吊销牌照啊什么的，”中信建投国际董事总经理杜洋

表示。 

“我们预期会有更多私募基金歇业，”杜洋补充称。 

米高蒲志(人力资源服务公司)高级招聘咨询师 Kristina Liang 称，从本地私

募基金固定收益部门离职的员工数量较 2016 年增加一倍。 

“固定收益市场处于高位时，都是求职者挂我电话，但现在是我忙着接他

们打来的电话，”她说道。 

中国的基金行业从业人员包括投资私募股权和公开市场的资产经理人。实

收资本从 2014 年底的 1.49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了去年的 11.10 万亿元人

民币。 

“由于出台了新规定，我预计今年交易的规模减小，”嘉实基金管理公司

私募股权部门的一名员工说道。由于未获准接受媒体访问，此人要求匿名。 

未能立即联系到嘉实基金置评。 

上海最大的私募基金公司之一--耀之资产管理中心合伙人王明称，去年公

司的资产规模下降了 15%。 

部分分析师认为整治行动是净化这一行业的必要之举。 

新规“如果被贯彻执行，将有利于该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贝恩公

司合伙人、大中华地区金融服务业务负责人 John Ott 说道。他还称一名高

管客户表示“这些新规的调整力度是他以前所未见的”。 

中国银监会未回复置评的请求。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表示，私募基金

经理的注册和备案情况正常，并称这一行业每周的增长规模有 400 亿元人

民币。 

2017 年 12 月，中国私募基金行业规模增长 2,000 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周

增长约 500 亿元。 

影子银行基金 

监管机构对资产管理者重点关注，盖因后者在影子银行领域的作用。它们

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投资于规定不允许进入的风险领域。 

据五位私募行业的员工，银行可以借助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于被担保能够还

款的房地产公司。对基金的贷款可以不被列入涉房交易，在加上还款有担

保，由此相应的风险拨备会减少。 

另一个向开发商贷款的途径是投资于固定收益基金，而基金则将筹集的资

金购买开发商发行的债券。 

过去一年监管机构开始从银行端审视这些投资。这甚至从 11 月的整顿措施

开始之前就损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获利，迫使许多基金公司寻求新的投资

源。 

据平安资产管理一位投资经理称，该公司的雇员已开始将目标锁定上市企

业以及高资产净值人士，以获得管理资金。该公司的银行资金已减少。 

这位要求匿名的人士称，“建立新业务的压力很大。” 

目前不能联系上平安资产管理就此发表评论。 

其他机构正努力获得监管层对交易的批准。一位直接知情人士称，民生通

惠聚汇资产管理送交监管机构的各项交易或产品，目前需要整个团队的签

名，先前只要有一名员工签名即可。 

目前不能获得民生通惠聚汇资产管理的评论。 

一些基金正准备歇业。上海一家出售私募基金执照企业的销售代表 Zhu 
Yun 称，去年下半年有两家私募基金关门，而去年上半年则是没有任何一

家停止运营。 

Liang 称，那些离开的雇员选择去共同基金及纯外资企业。 

Liang 补充称，“过去他们对涨工资和奖金极力讨价还价，但目前他们只

是说，有工作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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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多个大型猪场，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编译 张涛/郑茵/杜明霞/王洋/李春喜 

路透广西武宣县 2 月 7 日 - 湖南鑫广安农牧股

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座大型现代化生猪产业园区

设在群山环绕的广西武宣县，正准备生产第一

批小猪。 

该园区占地 73 公顷(180 英亩)，到今年年底，

将有 1 万头母猪入住其中两个巨大的猪场，每

年最多可生产 28 万只小猪，约相当于 2 万吨

猪肉。 

即使是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看，这个园区的规模

也相当庞大。今年中国将要建设创纪录数量的

大型养猪项目，它是其中之一。中国正在努力

改变原来的小农散养模式，引入美国广泛使用

的那种自动化、高密度的规模化养殖。 

有业内人士估计，中国今年可能建成几百个存

栏数量为 5,000-8,000 头的母猪场，比去年还

多，加快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猪肉产业的转型。 

建设更大、更加标准化的猪场，也为建设更精

细的市场铺平了道路。中国证监会本周已正式

批复大商所的生猪期货立项申请，以帮助生猪

养殖企业对冲价格风险。 

但中国能否成功地从古老的传统养殖方式一跃

转型为先进的工业化生产，对此不乏怀疑的声

音，因为缺乏有经验的人手，感染瘟疫的风险

也较高。 

“以前工业化的规模从来没有这么大，” 
Carthage & MHJ Agritech Consulting 的合伙

人 Martin Jensen 说。该公司帮助中国客户经

营大型农场并培训人员。 

在这场改变到来的同时，数十万家庭农场纷纷

倒闭，因规模太小，无法承担新环保标准的达

标成本。这样一来，大型农场就有了机会，因

为它们采用新型养殖方式和进口种猪，可以提

高产量并降低成本。 

专家认为，这些农场提高产量，将会缓和中国

猪肉价格波动，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并改善环境。 

长期来看，这还有可能使中国的猪肉生产企业

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为本地区市场提供高品质、

价格有竞争力的猪肉。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企业进入这一市场，食品

安全将会提高，成本会降下来。全球竞争力将

会增强，中国肯定会出口猪肉，”慧通数据一

位研究主管说。 

该主管预计，随着产量增加而国内需求放缓，

2018 年至 2020 年猪肉将逐渐变得过剩。 

产业升级 

实现中国养猪场的现代化是一项巨大工程。中

国近 7 亿头生猪中，有逾半数产自家庭养猪场。

尽管很多这种养猪场已经将饲料从厨余垃圾换

成富含蛋白质的豆粕，但生产率仍落后于西方

养猪场。 

成本也是全球最高的，因为严重依赖进口大豆。 

最近的政策已经将很多小型养猪场挤出市场，

但也加剧了早前的市场波动。2017 年，中国

在全国加大打击农业污染的力度，迫使数十万

个养猪场关闭。其中很多是没有资金和土地建

设垃圾处理设施的小型养猪场。 

“我们没想到(会如此严格)，”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教授王楚端说，“影响非常明

显。” 

中国政府对养猪产业发展的蓝图也鼓励在东北

的玉米带扩张养猪业，同时限制在人口稠密的

沿海地区设立养殖场。这进一步鼓励中国新的

养猪公司进行更大密度的养殖。通过股票市场

的融资，加上 2016 年猪肉价格创下纪录高位，

这些公司积累充足的资金。 

据猪 e 网分析师，自 2016 年以来，26 家上市

公司公布了近 700 亿元人民币(109.4 亿美元)
的养猪场新投资。 

新种猪、新设备 

进口种猪正在提高产仔率。由英国公司 Genus



  

2018-02-09                                                                                                                                                                                                  一周全球财经新闻荟萃  
 

16 

和加拿大、法国以及美国一些公司提供的种猪

提高了产仔率，相较于中国的本地猪仔，其瘦

肉率更高，成长速度也更快。 

向鑫广安等中国养猪公司出售 PIC 品牌猪的

Genus 公布，2017 财年来自中国市场的获利

跳升 80%，目前正在华南地区建设一座新的

种猪场。该公司在中国其它地区已经运营有三

座种猪场。 

“我们落后于需求。订单不断，却没有人能

做，”Genus 亚洲地区产品绩效主管 David 
Casey 说。 

他表示有一位新客户希望今年新建八座 5,000
只规模的猪场，9 月份需要 3.5 万只小母猪。 

快速扩张的养猪公司广西扬翔每年年末都要替

换种猪，而其他许多公司则是两三年一换。 

“这确保我们使用的基因是最新的。基因不断

在改善，”扬翔股份副总裁高远飞说。 

艰难的学习过程 

不过，这样迅速扩大规模也面临许多潜在的问

题。投资成本很高，尤其是新环保法实施之后。

王教授称，仅每头母猪的废物处理费就达到

30 元人民币。 

在中国预防疾病面临很大挑战。在其他国家已

被消灭的疾病仍在中国流行，庞大的家畜数量

以及与人类距离过近增加了污染的风险。一旦

疾病侵入密集化猪场，几天内就能导致数百头

猪死亡。 

甚至向新建猪场供应母猪的猪场也遭遇疾病肆

虐，使本已不足的供应进一步减少。 

最麻烦的或许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人短缺。 

卡美农业技术咨询公司的咨询兽医 Hong 
Haozhou 表示，即便鑫广安的多数员工都是大

学毕业生，他们对于动物健康的意识仍很低，

还存在药物使用不尽合理，以及生物安全措施

未针对最大风险等问题。 

“从硬件角度来说，(与西方猪场)没有太大差

别，”Hong 说。“猪场有自动喂食设备、温

度控制系统、自动风扇，所有设施都与其他国

家的猪场一样。但是存在一些内在问题，比如

对于猪的健康生长理解不够。” 

目前，鑫广安设法令疾病受到控制。工人进入

猪场前要经过 48 小时的隔离，以避免传播疾

病，然后在猪场连续住好几周。 

就像美国猪场一样，给猪喂食的卡车在围栏外

进行喂食，以避免传播来自其他猪场的疾病。 

小猪崽分开到不同的位置喂养，以降低疾病在

猪群中传播的风险，这给管理增加了额外的复

杂性。 

“我们的建筑格局和生产流程完全参照美国，”

鑫广安在广西猪场的管理负责人 Chen Gang
表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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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狂潮：美国石油出口横扫全球市场 
编译/审校 蔡美珍/高琦/张明钧/戴素萍/王洋 

路透纽约/伦敦/新加坡 2 月 8 日 - 自从两年前

美国政府解除实施 40 年的石油出口禁令后，

大至中国、印度，小至西非的多哥，满载美国

原油的油轮已陆续抵达了 30 多个国家。 

石油出口禁令解除，让大量美国页岩油倾巢而

出，压低了国际原油价格，削弱了石油输出国

组织(OPEC)的影响力，也抢走了许多 OPEC
成员国的市场占有率。 

在美国页岩油革命尚未出现的 2005 年，美国

石油净进口数量为 1,250 万桶/日，如今只有

400 万桶/日。 

在亚洲及欧洲一些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家，美

国油企不断拿下新客户，对沙特及俄罗斯构成

直接重大威胁。全球只有这两个国家的产油量

足以与美国抗衡。 

而在美国国内，出口热潮带动油管运输景气，

催生一波墨西哥湾运输基础建设的新投资。 

美国油企目前每日出口 150-200 万桶原油，到

2022 年可能提高到约 400 万桶/日。根据国际

能源署(IEA)预测，未来 10 年全球石油供给增

长预料有 80%以上来自美国。 

美国增加的石油产量，很大一部分将输往中国。

中国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自去年 11 月以

来，也成为美国原油最大买主。 

联合石化是美国原油的中国最大买主，总经理

陈波向路透表示，随着联合石化寻求扩大在亚

洲的销售，同时在欧洲等其他地区为美国石油

出口开发新客户，公司预计今年将美国原油进

口量增加一倍，至 30 万桶/日。联合石化为亚

洲最大炼油业者中国石油化工旗下贸易部门。 

联合石化也考虑与美国油管及码头运营商建立

长期原油供应协议。陈波在一篇专访中表示，

联合石化可能也会与这类企业合作，扩张及提

升美国出口基础设施。 

陈波对路透表示，在全球石油交易中，美国原

油流向亚洲是个重要趋势。 

此外，据五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对路透表示，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在美国休

斯敦设立一家办事处，以将美国原油运往中国

独立炼厂。 

2010-2017 年间，美国原油产量从 550 万桶/
日猛增至 1,000 万桶/日，接近 1970 年创下的

纪录高位，这归功于西德克萨斯州和北达科他

州的页岩油田吸引到大量的新开采投资。这令

美国整体产油量追平沙特阿拉伯，并逼近俄罗

斯的日产 1,090 万桶。 

全球商品贸易公司贡渥(Gunvor)的首席经济学

家 David Fyfe 指出，大多数的预估都认为美国

原油产出在 2018 年将增长约 50-60 万桶/日。

美国能源部的预估则更加乐观，预期产出将增

长 120 万桶/日，到今年年底时达到日产 1,100
万桶。 

“增产的大部分原油都料将被用于出口。”

Fyfe 说道。 

美国炼油商也在用国内产原油代替海外进口。 

美国整体原油进口量已经降至 760 万桶/日，

远低于 2006 年创下的峰值 1,060 万桶/日。

OPEC 在美国进口原油中所占比重下降了逾一

半，目前约为 37%，因美国现在更加依赖本

土和加拿大生产的原油。 

OPEC 成员国沙特、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受到的

冲击最大。在 2017 年下半年，美国进口的沙

特原油平均为 70.9 万桶/日，是 1987 年以来

最低，远低于 2003 年的峰值 173 万桶/日。 

印度与欧洲大买家 

美国生产商也打进了印度市场，印度是全球第

三大石油进口国，同时还有一座全球最大的石

化园区，由 Reliance Industries 所经营。 

印度正寻求分散外国供应源，根据汤森路透航

运追踪数据以及消息人士提供的航运数据，印

度于 10 月首度进口美国原油，去年总计买进

800 万桶。 

欧洲方面，根据海关数据，11 月时美国已经

成为法国的第五大石油供应国，超越尼日利亚

(奈及利亚)、利比亚、伊朗及北海。2016 年

11 月时，美国甚至还挤不进前 10 名。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在第四季停止进口尼

日利亚原油，而 2017 年全年中国进口成长了

12%，但自沙特进口仅增长了 2.3%。 

PetroMatrix 董事总经理 Olivier Jakob 指出，

“他们实际上正从 OPEC 国家抢下市占率。” 

墨西哥湾航运热潮 

美国出口激增的效应正扩散至国内能源产业链

的其他层面。德州以及墨西哥湾周边的港口正

大兴土木，以便能够接纳规模更大的油轮。 

“如果我们没有将原油送至出口市场的选项，

我认为石油生产会少得多，”德州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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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us Christi 港的首席商务官 Jarl Pedersen
表示，他所指的是 2016 年油价还在每桶 40
美元区间的时候。 

输油管及物流业者是最大的受惠族群，因原油

需求热络意味着将石油送往墨西哥湾储存并等

待出口的那些公司获利会更加稳定。 

Enterprise Products Partners 公布 2017 年获

利创历史新高，受到其管线业务及海运码头事

业的提振；该公司经营超过 5,000 英哩输油管

线以及 3,800 万桶原油储存设施。 

二叠纪盆地至墨西哥湾的重要输油管线业者

Magellan Midstream Partners 预期，未来两

年将花费超过 17 亿美元在建设项目上，当中

包括休士顿地区新的港区、存储、以及海运终

端，以因应不断增长的需求。 

墨西哥湾地区的码头运营商及航运业者正扩大

投资，以防供应瓶颈出现，因有越来越多美国

原油输出。兴建出口港区可能得要花费 18 至

24 个月时间。 

墨西哥湾各大码头可以处理四分之三的美国原

油出口，但是只有路易斯安那 Offshore Oil 
Port(LOOP)能够接待装载多达 200 万桶原油

的超级油轮。 

多数航道过于狭窄。去年 Occidental 
Petroleum Corp 旗下位位于 Corpus Christi 的

Ingleside 码头试着要装运一艘超级油轮，但该

航道的水深不足以完全乘载这类船只。 

1 月底时，Corpus Christi 港口执行长转寄了

一封六大能源业高管的信函，要求特朗普政府

提供 6,000 万美元的联邦资金改善船运航道，

这是作为该港口 3.2 亿美元扩大并深化航路投

资的一部分。 

这些能源业高管写道，解除原油出口禁令光是

在德州南部就可以带来 500 亿美元的工业项目。 

Corpus Christi 的 Pedersen 表示，“若该项

目因为某种原因而停顿，那么就会降低美国原

油在亚洲的竞争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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