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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

阿联酋能源部长和其他消息人士称，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正在评估沙特石油设施遇袭对油市的
影响，并表示成员国因此采取行动增产或是举行会议都为时过早。

•

两名获悉沙特阿美运营情况的消息人士周一表示，该公司全面恢复正常石油产量“可能需要数月时
间”。此前沙特阿美的炼油厂受到袭击，沙特的石油产量因而减少超过五成。

•

新加坡大华银行发表的第四季度展望报告，进一步看贬人民币，预测第四季兑美元汇价为 7.20，明
年一至三季分别转弱至 7.25、7.30 及 7.30；该行称，对中国经济疲弱的前景展望，支持其对人民
币走弱的看法。

•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表示，对于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遭到袭击，美国已经“弹药上膛”做好可能的回
应准备；此前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将责任归咎于伊朗。

•

欧洲最大的企业组织周一称，英国无协议退欧将是一场灾难，必须予以避免。欧盟官员警告称，这
种最糟糕情境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

日经新闻周日报导，日本已同意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中逐步取消美国葡萄酒进口关税，这项协
议预计将在本月底签署。

•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日接受俄罗斯塔斯社书面采访时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
在较高的基数上，中国经济还能够保持 6%以上的中高速增长，是十分不容易的；而就业是最大的
民生，只要就业比较充分，收入持续增加，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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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宏观经济
消费者不可能永远支撑美国经济增长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 02:33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 梅甘•格林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人们把我们这些经济学家称为“忧郁的科学家”真的是有点依据的。在今年 7 月接受全美商业经济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Economics)调查的经济学家当中，近 75%认为 2021 年底美国经济
将处于衰退状态。但在要求提供支持这一预测的数据时，就没有真正的共识了。有很多与贸易战的有关理
论。美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但通常会引发经济衰退的泡沫和失衡现象尚不明显。
由于消费占到增长的近 70%，经济衰退必然通过美国消费者传导。主要问题是什么时候。到目前为止，好
消息是美国人仍然保持强劲支出。第二季度消费年化增长率为 4.7%，是 4 年来最快的。零售销售也很强
劲，核心销售（剔除波动类别）在 5 月至 7 月间以 15 年来最快速度增长。彭博(Bloomberg)编制的衡量
个人财务状况的消费者舒适度指数（考虑薪资增长和股票价格）接近 20 年来的高点。
今年就业人数增加普遍放缓，平均每月新增就业人数 14.5 万人，低于去年的 21.5 万人。这是自 2010 年
以来的最低速度。不过，鉴于失业率仅为 3.7%，这很难成为拉响警报的理由。8 月份工资增长率依然强
劲，同比增长 3.2%，劳动参与率实际上有所上升，而就业市场的两个早期预警指标——临时职位招聘和
每周工作时间——有所好转。
根 据 美 联 储 (Federal Reserve) 经 济 学 家 克 洛 迪 娅 • 萨 姆 (Claudia Sahm) 的 “ 衰 退 指 标 ” (Recession
Indicator)，就业数据几乎没有显示出未来两年经济衰退的危险信号。然而，可怕的是，正如纽约联储
(New York Fed)行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所说：“消费者现在独自背负着未来增长的全部重任，
或者大部分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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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地方联储行长告诉我，他们当地的首席执行官们报告称，贸易不确定性正在导致投资和支出放缓。
他们看到贸易紧张进一步升级所暴露的脆弱性正在导致缩减和裁员。受贸易风险影响巨大的制造业已经出
现了明显的招聘放缓。数据似乎表明，我们已经陷入制造业衰退。关税带来的投入成本上升，也可能使利
润减少到企业雇佣更少员工的程度。标普 500(S&P 500)成分股公司今年上半年利润下降。多数分析师预
计还会进一步恶化。
如果股市面临旷日持久的回调，美国人也可能削减支出。利润下降以及打击公司 CEO 信心的头条新闻和
推文也可能让投资者感到不安。随着股市下降，股票投资者可能会担心自己的财富蒸发，进而减少支出。
由于最富有的 10%的家庭持有的股票占到美国人股票持有总量的 85%左右，市场回调本身可能不会导致
经济收缩，但可能加剧增长放缓。
市场下跌、关于贸易战的头条新闻、密集的经济衰退警告，以及自以为是的总统推文，都可能会动摇消费
者的信心。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调查显示，8 月
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尽管按照历史标准仍然较高。一项新的调查发现，60%的美国人预计未来一年会出
现衰退。
目前而言，所有这些可能削弱消费者支出的路径都是“强大的”。但正如达拉斯联储(Dallas Fed)行长罗
布•卡普兰(Rob Kaplan)所警告的那样，“如果你在等消费者表现出疲软迹象，我猜你已经等了很久。”
当前局势让预测者们有一种经济衰退将要来临的不安感觉，但不清楚它将会如何发生。我们必须观察影响
消费者的所有渠道，同时遵循经济学家埃德加•费德勒(Edgar Fiedler)的睿智建议，他曾经说，“如果你
不得不预测，那就经常预测吧”。
寻找美国经济的下一只“金丝雀”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 02:33 程实 ， 钱智俊 为 FT 中文网撰稿

“云黑城欲摧，雨前风满楼。”昔年英国煤井之下，矿工常以金丝雀伴身，以其惊鸣而预警毒气之危。今
日全球乱局之中，市场紧盯美债收益率这只“金丝雀”，因其倒挂而深怀衰退之忧。受此牵动，8 月中旬
至今全球大类资产亦开启振荡模式。
本次美债收益率倒挂固然拉响了衰退警报，但是诸多新因素亦在减弱警报准确性。因此，继续纠结于这一
警报本身，并不能解答“这次是否不一样”。从更广泛的维度加以审视，或能找到进一步探测风险的下一
只“金丝雀”。横向来看，不同跨度的多组期限利差蕴含更详细的风险信息，利差中枢水平和离散度有望
对衰退风险进行更精准的测度。纵向来看，沿循“美债收益率倒挂—消费数据走弱—经济金融危机”的风
险传导链条，消费者信心将是下一个关键且可行的验证点。
基于上述工具，目前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尚未失控，2019-2020 年增长“减速不失速”仍是基准判断。由
此，当前市场对利率下行空间的预期可能存在高估，若预期未能充分兑现，或将牵动市场额外变化。展望
未来，考虑到贸易摩擦的高度不确定性，仍需以 2019Q4-2020Q1 作为关键验证期，凭借上述工具对衰
退风险进行持续监测。根据验证结果的不同，全球大类资产配置亦需走向两种迥异的长期策略。
美债收益率倒挂：警报嘹亮，疑云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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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中旬，“10 年-2 年”美债收益率倒挂猝然而至。作为美国经济的“金丝雀”，这一现象拉响
了衰退风险的嘹亮警报。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警报不仅是信号，更可能是诱因，或将通过两大机制自我实
现。
其一，从内生增长视角看，收益率倒挂反映出市场对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一定条件下将恶化居民对长期
收入的预期，从而削弱消费引擎。根据美联储研究，在剔除价格因素后，美债收益率曲线的趋平显著引致
其后的消费增长减速。
其二，从金融约束视角看，收益率倒挂意味着期限利差收窄甚至转为负值。受此影响，借短贷长的金融中
介将被迫提高信贷投放标准，以维持盈利、降低风险，进而造成信用收缩和经济放缓。美联储调查显示，
在 2000 年和 2006 年，伴随美债收益率倒挂，美国收紧信贷标准的银行占比迅速上升，推动了后续危机
的到来。
基于上述机制，美债收益率倒挂的警报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在 1980 年至今的 5 次倒挂警报之中（详见附
图），有 4 次在滞后 1 至 3 年的时间内出现了经济衰退，分别是 1982 年经济危机、1990 年信贷危机、
2001 年互联网泡沫以及 2008 年次贷危机（下文称为“衰退组”），而 1998 年则是唯一一次警报失灵
（下文称为“平稳组”）。
着眼当前，旧警报正在遭遇新挑战。两大历史性变化或已扰乱收益率倒挂与经济衰退的内在联系，“这次
不一样”的可能性亦大幅上升。首先，干扰因素源于内部货币政策。一方面，在史无前例的大规模 QE 之
后，至今年 9 月初美联储表内的证券资产规模约为国际金融危机前的 4.5 倍，导致长端利率的中枢水平下
降，而今年 8 月缩表计划的半途而废更是在短期内加剧了这一效应。另一方面，美联储违背常规的“预防
性降息”导致市场预期双向失稳，既加重了市场对于长期前景的悲观情绪，促使长端利率下滑过快，又因
为未能明确预示降息长周期的开启，而致使短端利率下行缓慢。其次，干扰因素还产生于全球金融环境。
受制于数十年一见的全球贸易博弈，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难以走出负利率困境，加之 8 月以来贸易博弈强
度骤升激化避险情绪，因此兼具正收益和避险属性的美债成为全球资本的追逐对象，大量流入的资金进一
步压低了美债长端收益率。
寻找下一只金丝雀：循迹而行，双重检验
当经典的旧警报与尖锐的新挑战激烈碰撞之时，过度纠结于单一的收益率倒挂现象，并不能解答“这次是
否不一样”。在横向上找到更为全面的风险信息，在纵向上找到下一个关键节点，方能对衰退风险的真实
性和时序性进行可靠推断。我们认为，以下两组工具有望提供重要助益。
第一，横向来看，多组期限利差实现更为全面的风险评估。市场通常将“10 年-2 年”收益率倒挂作为警
报，但事实上，多组期限利差的相互关系可以提供更多参考信息。我们认为，不同时间跨度的期限利差
（包括 5Y-2Y，10Y-2Y，10Y-3M，5Y-3M，5Y-1Y，10Y-1Y，30Y-2Y，20Y-2Y，20Y-2Y，5Y-3Y 及
10Y-3Y），反映了市场中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投资者预期。由此，较之于单一的“10 年-2 年”期限利
差，多组不同跨度期限利差的中枢水平，显示了更广泛投资者对经济走势（看空或看多）的预期方向。而
这些期限利差的离散度，则量化了不同投资者预期的一致程度。
历史经验表明（详见附图），多种跨度期限利差的中枢水平，与衰退风险的兑现概率正相关，而利差离散
度则与衰退风险的冲击强度负相关。在前文所提及的“衰退组”中，在经济衰退发生的前期（“10 年-2
4

年”收益率首次出现倒挂至结束倒挂），多组期限利差的中枢水平历次均位于 0 以下。其中，2001 年互
联网泡沫前的利差离散度较高，而后续衰退冲击也最轻。2008 年金融危机前的利差离散度最低，后续冲
击亦最为剧烈和漫长。相较而言，“平稳组”（1998 年）虽也曾出现过“10 年-2 年”收益率倒挂，但多
组期限利差的中枢水平显著大于 0，因而衰退并未发生。着眼于当前时点（详见附图），虽然年初至今已
经出现了“10 年-3 月”、“10 年-2 年”收益率倒挂，但是大部分其他跨度的期限利差尚未进入负值，同
时利差间的离散度也较大。这一情况与 1998 年的状态更为接近。由此推断，未来一年美国经济出现大幅
衰退的风险较为有限。但是，考虑到全球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正在抬升，仍需要密切关注上述的利差中枢
水平和离散度，以把握衰退风险的动态演进。
第二，纵向来看，消费者信心是衰退链条的关键验证点。作为全球唯一的内生增长型经济体，美国经济以
消费引擎为动力核心。并且，如上文所述，美债收益率倒挂的警报若要自我实现，消费环节是必经之路。
由此，“美债收益率倒挂—消费数据走弱—经济金融危机”是衰退风险的一般性传导链条。历史经验亦表
明（详见附图），对于“衰退组”而言，美债收益率倒挂后的 3 个季度左右都出现了人均消费增速的大幅
下滑。而“平稳组”则因未发生人均消费的明显减速，避免了经济金融危机的到来。
更深入地来看，什么因素导致了收益率倒挂后的消费表现差异？根据学理，消费支出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
费意愿。在消费能力层面，无论是“衰退组”还是“平稳组”，美债收益率倒挂之后，均出现了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的大幅下挫，表明消费能力走弱是收益率倒挂后的普遍现象。但是，在消费意愿层面，“衰退
组”和“平稳组”却有着明显差异。其中，在美债收益率倒挂之后的 3 个季度左右，“衰退组”开始出现
消费者信心的长趋势下滑，与人均消费增速的下行基本同步，而“平稳组”的消费者信心则一直维持高位。
由此可知，消费能力（当期居民收入）的波动影响有限，而消费者信心（居民长期收入预期）的作用更为
重要，主导了美债收益率倒挂后的消费走势。其深层机制在于，只要消费者信心不动摇，即使当期消费能
力有波动，居民也会通过调用储蓄或跨期借贷以平滑消费。此外，在实践层面，消费能力和消费支出数据
均为滞后公布，而消费者信心数据则有一定的领先性。由此综合而言，消费者信心数据有望为评估本轮衰
退风险的动态演变提供可行的前瞻指标。着眼当前，虽然各项经济指标涨跌互现，但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指
数的 3 个月移动均值维持于较高水平，并显著高于过去 50 年的历史中枢水平。这表明，美国消费者信心
目前保有较为充足的缓冲垫，至少短期内消费引擎仍能保持平稳而不至触发经济衰退。
衰退阴影下的大类资产配置：盯住要点，顺势而变
值此全球市场振荡之际，上述研究为评估衰退风险、优化资产配置提供了新思路。基于此，我们得到以下
四点推论。第一，目前来看，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尚未失控。无论是多组期限利差所反映的市场预期，还是
消费者信心的近期走势，都表明收益率倒挂现象尚未真实推倒经济衰退的多米诺骨牌。如果未来没有新的
外部冲击，2019-2020 年美国经济有望实现“减速不失速”的软着陆，在美联储的预防性货币宽松之下，
美股料将实现相对平稳的牛熊转换。
第二，基于第一点推论，当前市场可能高估了美国经济的衰退风险。由于这一高估预期已被充分 Price In，
市场对未来利率下行力度的预判，尤其是对美债长端利率下行空间的预判，或亦已部分超调。未来如果衰
退风险不及预期，则可能对市场带来额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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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考虑到全球贸易摩擦或将产生新冲击，2019Q4-2020Q1 将是本轮衰退风险的关键验证期，需盯住
两类“金丝雀”。一是多组美债期限利差的中枢水平和离散度，二是美国消费者信心。若在验证期内，上
述指标均未发生趋势性恶化，则衰退风险依然可控。反之，则表明经济衰退将大概率到来。
第四，大类资产配置顺势而变。在验证期内，考虑到不确定性的高涨以及全球避险资金的流入，美债表现
或将好于美股。在验证期后，若两类指标证伪了衰退风险，可考虑抢抓市场悲观情绪超调后的美股估值修
复机遇。反之，则继续加码美债等避险资产将是合理的长期策略。
“10 年-2 年”美债收益率倒挂后，消费者信心将对衰退风险的传导发挥关键作用

资料来源：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以及 FT 的整理

注：t=0 时为 10Yvs.2Y 利率倒挂首次出现，截止到当次衰退终点，时间以季度为单位。
衰退发生前夕，不同跨度的美债期限利差的一致性提升

资料来源：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以及 FT 的整理

6

本轮美债收益率倒挂中的多组期限利差中枢水平仍为正、离散度较高

资料来源：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以及 FT 的计算

卡梅伦：约翰逊“并不信奉”退欧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 06:06 英国《金融时报》 乔治•帕克 伦敦报道

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对当初领导退欧拉票活动、如今负责执行退欧公投结果的保守党政界人士
发起猛烈抨击，称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并不信奉”退欧。
卡梅伦称，现任首相支持退欧只是为了“帮助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当时认为英国退欧注定会失败，但
退欧拉票活动将提高他在党内活动人士中的声望。
在最新发表的回忆录摘录中，这位保守党首相前还谴责了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称“不忠”是他
的标志性特征。戈夫以前是他的朋友，现在是负责准备无协议退欧的大臣。
卡梅伦称，戈夫曾被他视为一位深思熟虑、富有同情心的保守党人士，结果却变成一个“怨声载道的法拉
奇式人物”，曾扬言如果土耳其成功申请加入欧盟(EU)，数千万土耳其人可能会涌入英国。
在对约翰逊和戈夫的猛烈抨击中，卡梅伦指责这两人向他“公开宣战”，并称他们犯有为了赢得公投而向
公众“撒谎”的过错。《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已刊登了卡梅伦回忆录的最新摘录。
曾是卡梅伦家好友的戈夫，在 2016 年投入英国退欧拉票活动，后来支持约翰逊角逐保守党领袖，在关键
时刻又背叛了约翰逊。卡梅伦写道：“至于迈克尔，他有一个特征贯穿始终：不忠。对我不忠，后来又对
鲍里斯不忠。”
这位前首相表示，尽管约翰逊“肯定退欧的一方会失败”——而且尽管他被许诺了国防大臣的职位——
但他仍支持退欧，因为对国家主权的担忧“次于鲍里斯的另一个关注：对他而言最好的结局是什么？”
卡梅伦表示，约翰逊希望“成为党内的宠儿”，而且“不想冒险让另一位知名度较高的人——尤其是迈克
尔•戈夫——摘得这一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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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伦在英国是一位引发分裂的人物，许多支持留欧的英国人指责他在贸然假设公众不会支持退欧的情况
下发起 2016 年的退欧公投。
在上周五发表的《泰晤士报》(Times)采访中，这位保守党前首相指责两人以一种“荒谬”的方式，“诋
毁他们所属的政府”。
卡梅伦此次接受采访是他首次就公投敞开心扉。那场公投使英国陷入当前的退欧危机，并且断送了他六年
的首相任期。
他承认，公投结果让他“极为抑郁”，并辩称，现在可能有必要进行第二次公投，以解决英国退欧僵局。
抗议者再度走上街头，香港政治危机加剧
WSJ / Chun Han Wong / Mike Cherney / Joanne Chiu 2019 年 9 月 16 日 15:25 CST

席卷香港这一全球金融中心的政治动荡并没有显示出缓和的迹象，在中国还有两周即将庆祝建国 70 周年
之际，数万名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周日无视警方禁令举行游行活动，许多示威者发泄了他们对于北京方面的
愤怒之情。
不同年龄层的人参加了香港市中心范围约两英里的和平游行，许多人没有戴面罩，还有一些人带着孩子，
他们喊着自由和革命的口号，挥舞着标语牌，要求更大民主权利，并对所谓的警察暴行展开独立调查。
当晚，游行活动演变成暴力事件，身穿黑衣的抗议者向政府总部和防暴警察队伍投掷砖头和燃烧弹，防暴
警察则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回击。后来抗议者与政府支持者之间爆发了冲突，混乱场面一直持续至深夜，
警方沿街追赶并逮捕抗议者。
抗议人群的规模有时与今年夏季早些时候的大规模游行相似，引发那次游行的原因是一项允许将犯罪嫌疑
人引渡到中国内地受审的法律草案。尽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Carrie Lam)不久前承诺撤回引发骚乱的不受
欢迎的修例行动，但抗议人群的规模显示出，针对中国政府扩大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影响力的广泛反对运
动并未因此而受到抑制。
周日的抗议中弥漫着反中情绪。示威者在游行中破坏了内地国有企业的外墙，还沿着游行路线喷涂了反中
标语。沿途中，有一个地方散落着任人踩踏的小型中国国旗。许多示威者举着将中国国旗上的黄色五角星
排列成纳粹标志的横幅。
举着上述纳粹标志横幅的 25 岁示威者 Jessica 称，我们在这里告诉世界，我们支持自由，我们不害怕。
Jessica 表示，他们站在反对中共威权政权的前线。
抗议活动已持续至第 15 个周末，加大了香港政府面临的压力，需要采取更多措施遏制骚乱，包括可能动
用紧急权力，并在中共执政 70 周年到来之际把北京方面面临的尴尬局面降至最低。中国官员已经公开支
持林郑月娥。林郑月娥 9 月 4 日表示，香港政府将正式撤回引发夏季示威活动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并会
启动与公众的对话来修复社会裂痕。
林郑月娥还呼吁社会各界谴责更激进的抗议活动，试图在和平示威者与少数支持暴力策略的强硬派之间制
造隔阂。不过，许多参加周日和平游行的人表示，他们没有理会林郑月娥的呼吁，同时谴责政府和警方。
现年 30 岁的 Charis 称，我们需要站在这儿，我们需要在这儿游行，我们需要告诉政府，我们需要五大诉
求，一个都不能少。她用背带将 7 个月大的女儿带在胸前。她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未来，因为现在
在香港，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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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诉求包括，对警方暴力行为进行调查，赦免被捕的抗议者以及进行选举改革，普选立法
会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只接受了一项诉求，即撤回允许将嫌疑人送往大陆受审的议案，并一再排除对警
方行动展开新的调查的可能性。
中国政府没有立即对周日的抗议活动发表评论。内地的专家称，北京方面仍将支持香港政府在平息骚乱中
发挥主导作用，不过要求他们采取更果断举措的压力正在上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法学副教授田飞龙称，激进的示威者现在已经表明他们是香港和香港法治的敌人。他
称，香港政府必须认真考虑动用紧急权力，以赋予警方对付暴力示威者的必要力量。
香港政府谴责了周日的暴力行为，并表示，为解决当前困局，政府已展示最大诚意。
依据香港法律，林郑月娥的政府可在发生紧急情况或公共危险的时刻动用广泛的权力，包括扣押财产、控
制所有交通并审查媒体。根据本地媒体消息，香港上一次动用此类权力是在 1967 年左派暴动时期。
在 8 月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香港政府部门是否会考虑动用紧急权力时，林郑月娥表示政府有责任
研究所有可为阻止暴力和混乱提供合法手段的法律。
亲民主派香港议员和活动人士已对使用紧急权力提出警告，称此类措施将破坏香港的法治。他们坚称只有
在林郑月娥接受抗议者更多诉求后危机才能得到解决，尤其是关于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方执法方式的呼
声。
参加了周日抗议活动的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峯(Ted Hui)表示，他不责怪那些在第一线和警察抗争
的人，因为警察的暴行已经上升到人们根本无法接受的程度。他说，他不支持破坏行为。许智峯表示，如
果香港政府召集针对警方的调查，人们的愤怒程度将降至可控得多的水平。
根据民主党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一个帖子，警方周日晚间以涉嫌妨碍警察执法为由逮捕了许智峯。该帖
子称，许智峯是在试图说服警方停止不分青红皂白的逮捕时被抓的。
周日的集会最初由民间人权阵线(Civil Human Rights Front)提出，民间人权阵线是今年夏天一些最大规
模集会的组织者。周日下午，数以万计的抗议者涌上香港市中心的主要街道，没有被警方的禁令吓住。
人群中许多人唱着《愿荣光归香港》(Glory to Hong Kong)这首为当前抗议运动创作的新歌曲，同时还有
人高喊“为自由抗争”(Fight for freedom)和“时代革命！”(Revolution of our times!)等口号。一些人
带着他们的孩子和宠物。
30 岁的会计师 Felix Kwong 表示，不少家庭和老年居民也参加了集会，表明许多人认为香港政府的回应
不真诚。Kwong 称，自 6 月以来，他多次参加了和平抗议游行。
Kwong 称，这是在试图向国际社会宣传香港政府这样一种形象，即政府正在作出回应，但事实上，他们
并没有，这只是表面功夫而已。
民间人权阵线成员黎恩灏(Eric Lai)称，警方的禁令加剧了公众的愤怒，并引发一些人以更激进的方式进行
抗议。黎恩灏称，和平集会和游行是基本权利。该组织正在计划未来的集会活动，包括 10 月 1 日的集会。
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林郑月娥政府顾问叶刘淑仪(Regina Ip)称，我们从没想过宣布撤回修例能阻止抗议，
目前的抗议活动正受到反华和分裂主义情绪的推动。叶刘淑仪称，抗议之所以能持续，是因为警方在使用
武力方面保持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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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中国企业成为全球资产净卖家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 11:17 英国《金融时报》 唐•温兰 北京报道

自十年前成为国际并购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以来，中国企业今年首次成为全球资产的净卖家。
近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大量买入全球各地的资产。中国企业的买家地位发生转变之时，正值中国经济增长
放缓至 30 年来低点、且中美贸易紧张开始拖累制造商之际。
Dealogic 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已同意出售约 400 亿美元海外资产，高于去年全年的 320
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今年仅购买了 350 亿美元海外资产，这使中国成为了全球净卖家。
今年，中国企业出售美国资产的规模已飙升至 260 亿美元以上，而 2018 年全年的这个数字仅为 80 亿美
元。中国企业买家目前在美国正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
Dealogic 记录的数据可以追溯到 2015 年，当时中国企业购买的海外资产价值约 1000 亿美元，但出售的
仅 100 亿美元。然而，英国《金融时报》对 Dealogic 数据的分析显示，至少自 2009 年开始，中国就一
直是海外资产的净买家。
就在两年前，许多企业还在美国和欧洲达成了十亿美元级别的交易，如今它们面临的商业环境已经恶化。
信贷渠道也有所收紧，这使得一些直到最近还在收购资产的企业出现违约。
由中国企业所有、目前待价而沽的的资产，许多是在 2016 年购入的。2016 年是中国企业的投资高峰年，
那一年中企达成逾 2000 亿美元海外交易、同时借入高额债务。
“中国的海外交易出现了一轮增多，其中一些交易从行业角度缺乏逻辑。”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亚太区
投行业务主管拉古•纳拉因(Raghu Narain)表示，“那些要么通过借入过多债务购入、要么缺乏逻辑或后
续未实际产生协同效应的资产，现在正在重新出售。”
今年许多待价而沽、属于中国企业的资产，来自少数几家一度非常积极、但随后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出现问
题的中国买家。
例如，航空及金融集团海航集团(HNA)曾在 2016 和 2017 年分别收购了希尔顿(Hilton)和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数十亿美元的股份。由于在中国面临流动性紧缩，海航集团自 2017 年末以来已出售了
至少 200 亿美元资产。今年早些时候，海航以 14 亿美元的价格将瑞士航空服务公司佳美集团(Gategroup)
出售给 RRJ Capital。
有些情况下，中国政府直接参与了此类资产处置。
2017 年政府派出工作组进驻安邦保险(Anbang Insurance)。如今这家曾连续收购海外资产的公司已出售
了其大部分海外资产，包括上周以 58 亿美元出售给韩国未来资产集团(Mirae Asset)的一批酒店。
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常驻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表示，今年的并购减少以及抛售飞快
增加，是“外汇短缺的副产品，而出现外汇短缺的部分原因是因担心失去美国市场造成的国际收支疲软”。
近年来，中国外汇监管机构的导向一直是抑制海外收购，原因是担心这些交易消耗中国的美元储备。美中
之间的贸易争端，以及来自对美出口的美元收入减少，已致使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
易的管控。

10

8 月份中国工业产出增长再度放缓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 12:38 英国《金融时报》 丹尼尔•沙恩 香港报道

8 月份，中国工厂的工业产出增长降至新低，这是美中贸易战和经济活动放缓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造成压
力的又一迹象。
中国国家统计局本周一发布的数据显示，8 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 4.4%，相比之下 7 月
份的同比增长为 4.8%。路透社(Reuters)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测，8 月份将同比增长 5.2%。8 月份的最
终读数再创自 2002 年 2 月以来的新低。
同时，周一发布的其他数据显示，中国零售总额增长也再度放缓，在 8 月份同比增长 7.5%，低于预测值
7.9%。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6.2%，为将近 30 年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是贸易紧张冲击了中国的出
口。美中各自向对方的巨额商品加征了关税。
这一系列逊于预期的最新数据，很可能使外界猜测，北京方面回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措施以提振中国经济。
中国在本月早些时候下调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8 月份人民币出人意料的贬值，对提振中国出口收效甚微。
最近的数据表明，8 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降 1%。
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历时已久的贸易争端中，紧张态势在近期有所缓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上周末表示，他将考虑与中国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而政府高层已在讨论是否要取消
或削减其中一些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上周，特朗普将对中国商品既有关税的上调推迟两周至 10 月 15 日，作为向中国释放“善意”的姿态。
北京寻求缓和贸易争端之际，中国经济全面放缓
WSJ / Liyan Qi / Grace Zhu / Lin Zhu 2019 年 9 月 16 日 19:10 CST

中国 8 月份经济活动进一步降温，这将考验中国政府在寻求缓和与美国贸易紧张关系之际对国内经济增长
放缓的容忍度。
8 月份，中国经济几乎各个方面都表现疲软，工业增加值和零售额数据显示需求不振，企业和消费者信心
低迷。经济学家此前预计，8 月份经济活动将较 7 月份略有回升。7 月份中国经济活动降至 10 多年来最低
水平。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8 月份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4%，增幅远低于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 5.2%，
也低于 7 月份的 4.8%。
今年 1-8 月，中国不含农户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5%，增幅略低于预期。中国 8 月份零售额同比增
长 7.5%，该增幅低于 7 月份的 7.6%，也低于预期的 7.9%。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经济学家李炜表示，从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政府目前面临恶
性循环的风险。他警告称，企业面临通缩压力，因疲弱需求挤压企业利润，导致企业去库存和削减投资。
李炜表示，目前完全在于政府对增长放慢的容忍度，以及他们希望使用怎样的政策工具来刺激增长。
当前阶段，中国领导层采取了慎重的论调。根据周一发布在中国政府网上的声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表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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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在出访俄罗斯之前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在较高的基数上，
中国经济还能够保持 6%以上的中高速增长，是十分不容易的，这一速度仍然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也将商业活动放缓部分归因于强台风等暂时性因素。
付凌晖称，政府仍有信心实现全年 6%-6.5%的增长目标。中国经济上半年增长 6.3%。
许多经济学家已表示，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较第二季度的 6.2%进一步放缓，其中一些经济学家预计第三
季度经济增速将低于中国政府设定的目标区间下限。
澳新银行(ANZ)经济学家邢兆鹏称，鉴于 8 月份经济数据疲软得多，中国经济很难在第三季度保持 6%以
上的增速。
中国政府近几周已加大力度遏制经济放缓，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提供额外支持，并释放更多资金鼓励银行
向企业放贷。
包括渣打和澳新银行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预计，中国央行本月将下调关键的市场利率，这不仅
仅是为了降低借贷成本，还要传递出中国政府愿意支持国内经济的强烈信号。
对降息的预期升温，提振了中国债券价格。债券价格与收益率呈反向联动。
房地产市场是 8 月份少数几个亮点之一。8 月份中国住房销售增长显现韧性，尽管政府继续实施严格限购
政策，住房销售增速依然加快。
1-8 月住房销售额同比增长 9.9%，高于 1-7 月份 9.2%的增幅。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E-House China R&D Institute)研究总监严跃进称，房企积极开展降价促销活动，
加上购房者担心政策进一步收紧，导致房地产交易量上升。
但他表示，随着房企对房地产市场前景及经济降温的看法变得悲观，未来几个月房地产投资很可能放缓。
这批经济数据的另一个亮点是失业率，该指标基于对中国大城市就业状况的官方调查。8 月份失业率从 7
月份的 5.3%降至 5.2%，7 月份的 5.3%是去年中国政府开始发布这项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
若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继续缓和，中国整体经济形势可能也会好转。最近美方和中方均展示一些善意姿态来
缓和双边贸易争端。
中国政府上周五表示，将对美国的大豆、猪肉和其他农产品采购采取关税免除。此举似乎意在回应美国总
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两国持续贸易战中最为迫切的要求之一。
金融市场
為何說沙烏地石油設施遇襲是可顛覆市場格局的大事？
WSJ / Mark DeCambre / 2019 年 9 月 16 日 13:20 CST 更新

中東地區不斷加劇的衝突恐怕會令全球能源市場陷入混亂。上周末，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Saudi
Arabian Oil Co., Saudi Aramco, 簡稱﹕沙烏地阿美)的艾卜蓋格(Abqaiq)工厂部分設施以及附近一個獨立
油田遭到無人機襲擊。艾卜蓋格工廠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加工廠之一。
上周六的無人機襲擊導致該油田冒出大量黑煙，並導致艾卜蓋格工廠關閉，可能致使其約 50%的生產至少
暫時中斷。襲擊針對的該設施總產量接近 1,000 萬桶。
Price Futures Group 著名原油策略師 Phil Flynn 周日對 MarketWatch 表示，此次無人機襲擊是一件大
事，可能導致原油價格大幅飆升，因為這可能會擾亂全球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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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該地區第一次發生這樣的襲擊，但最近的襲擊凸顯出阿拉伯半島石油生產的脆弱性，以及中東政治
衝突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深遠影響。
以下是投資者需要了解的有關周末無人機襲擊事件及其對全球市場影響的內容：
發生了什麼事？
據《海灣新聞》(Gulf News)報道，十架戰鬥無人機當地時間上周六凌晨 3:31 和 3:42 分別對沙烏地阿美
在 Buqyaq 的艾卜蓋格石油加工廠和 Khurais 油田發動了襲擊。
沙烏地阿美將艾卜蓋格稱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穩定廠”，而 Khurais 被認為是沙烏地第二大油田。
上周六的無人機攻擊被描述為第一次海灣戰爭後沙烏地石油基礎設施遭遇的最大襲擊。薩達姆(Saddam
Hussein)領導下的伊拉克曾在 1990 年代的第一次海灣戰爭中對沙烏地發射飛彈。
上周六，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指責伊朗應為此次襲擊負責。不過，他也表示，沒有證據表
明周末的無人機襲擊是來自葉門。
蓬佩奧在推文中表示：“我們呼籲所有國家公開、明確地譴責伊朗的攻擊行動。美國將與我們的夥伴和盟
友合作，確保能源市場保持良好供應，而伊朗需要為其侵略行為負責。”
伊朗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已否認該國與沙烏地遇襲有任何關聯。
沙烏地產油設施遇襲對油價影響幾何？
加皇資本市場(RBC Capital Markets)大宗商品策略全球主管 Helia Croft 稱，事實或證明周末的升級事件
將成為改變中東整體局勢的因素。
事實上，10 月交割的西得克薩斯州中質油周日大漲 5.78 美元，至每桶 60.63 美元, 漲幅 10.5%。作為全
球基準的 11 月交割的布倫特原油在周日晚間交易剛開始時就飆漲 18%，但最新上漲 6.96 美元，至每桶
67.18 美元，漲幅 11.6%。
同期道指期貨下跌逾 150 點，跌幅 0.6%；標普 500 股指期貨和納斯達克指數期貨也下挫。
標普全球普氏(S&P Global Platts)預計，布倫特原油可能將從目前水平大漲每桶 5 美元或 10 美元。
該機構研究人員稱，布倫特油價可能突破眼下每桶 55-65 美元的波動區間，有望試探目前由基本面支撐的
每桶 70 美元高位。
Croft 稱，上周六沙烏地產油設施遇襲這一重大事件增加了中東產量進一步中斷的風險，這可能會提高油
價飆升的可能性。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道稱，襲擊將導致每天減少 500 萬桶產量，約佔全球供應量
的 5%。沙烏地官員表示，預計到周一將恢復正常產量的三分之一，但專家表示，這些設施需要數周時間
才能滿產能運行。
Rystad Energy 石油市場分析主管 Bjørnar Tonhaugen 在周日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寫道：“這可能比當局
最初聲稱的耗時更久。儘管今年的出口有所下降，但沙烏地的原油庫存也已消耗至 10 年來的最低水平，
因此僅憑該國自身並不具備像以往一樣應對中東原油生產中斷的穩健性。”
Rystad 分析主管 Magnus Nysveen 表示：“伊朗支持的武裝力量周末對沙烏地石油區心臟地帶的重要石
油加工碼頭髮動的空襲令市場天翻地覆。”
Price Futures Group 的 Flynn 表示，可能需要動用全球範圍內的石油儲備來遏制油價的大幅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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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稱：“必須動用全球戰略儲備以避免價格大幅飆升。石油市場的關注焦點不僅在於這個加工廠何時可以
恢復生產，還在於其安全能否得到保障。”
Tonhaugen 表示，對於美國短期內能否有效緩解油價飆升勢頭他存在疑問。他說：“此外，美國不可能
很快填補這一產量缺口，因為重新安排油輪需要時間，而且美國通過超大型油輪(VLCC)出口原油的能力仍
然有限。”
Flynn 對此表示贊同，他說：“這是一個歷史性事件，可能會對未來幾年產生影響。另一個關鍵問題是安
全。沙烏地未來如何保障油田的安全？我們現在或許可以看到頁岩油的產量增長到底有多快。我想恐怕不
夠快。”
整體市場將作何反應？
沙 烏 地 股 市 Tadawul 面 臨 壓 力 ， 或 對 美 國 股 市 周 一 早 盤 的 交 易 產 生 一 定 波 及 效 應 。 據 彭 博 新 聞
(Bloomberg News)報道，在襲擊發生後，Tadawul All Share Index 下挫 3.1%。交易所交易基金 iShares
MSCI Saudi Arabia ETF (KSA)周一交投可能較為活躍。該 ETF 是投資沙烏地石油市場的熱門方式。2019
年迄今，該 ETF 累計上漲 2.8%，若市場出現大幅下滑，這一漲幅可能被抹去。
中東的緊張局勢是在美國股市逼近歷史最高點位的背景下發生的，此外，美聯儲周三準備制定貨幣政策時
勢必會權衡全球經濟放緩跡象和美國頑固的低通脹。
截至上周五，道瓊斯指數較 7 月 15 日創下的 27,359.16 點歷史最高點低 0.5%，與此同時，標普 500 指
數也較 7 月 26 日創出的 3025.86 點歷史最高點低 0.5%左右。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較 7 月 26 日觸及的
8,330.21 點歷史收盤高點低 1.8%。
美聯儲歷來表示，波動劇烈的石油市場的走勢是參考因素，但美聯儲官員們通常認為這種因素的影響是暫
時性的。
美元走強之下，特朗普政府是否會干預匯市？
WSJ / Kate Davidson / 2019 年 9 月 16 日 17:25 CST 更新

幾十年來，美國的匯率政策實際上是沒有政策。美國政府很少干預市場，並建議其他國家也這樣做，還聲
稱強勢美元符合美國利益。
如今情況正在改變。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已經不再聲稱支持強勢美元，官員們也已考慮是否
要把干預匯市作為貿易戰中的一項武器。
這引起了投資者和交易員的一系列疑問：美國官員會在什麼情況下干預？怎樣干預？干預是否會奏效？其
他國家會作出怎樣的回應？
特朗普尋求降低美國貿易赤字，並抱怨強勢美元對此構成妨礙，因為這使得美國企業處於競爭劣勢。特朗
普把美元升值歸咎於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簡稱：美聯儲）將利率保持在高於國外利率的水平。
上周四，在歐洲央行宣布降息和推出債券購買計劃，以提振疲軟的歐元區經濟後，特朗普通過發推文對此
予以抨擊。
洲際交易所(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的數據顯示，在歐洲央行宣布上述政策決定後，美元一度上漲，
到上周結束時，一項衡量美元兌六種主要貨幣的指數較 2018 年低點上揚了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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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走強會令美國的進口產品消費者受益，但同時也令美國的出口產品對外國消費者來說更加昂貴，給美
國製造商帶來壓力，並打壓那些必須將海外利潤轉換成美元的跨國公司的利潤。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級研究員 Fred Bergsten 表
示：“如果你真的想要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就必須想辦法削弱美元匯率。”
Bergsten 等人說，主要的挑戰有兩方面：首先，任何削弱美元的努力都將與當前的市場力量背道而馳，
也不太可能獲得國際支持，其效力因此存疑。同樣不清楚的是，通常與財政部就匯率變動進行協調的美聯
儲是否會支持這些舉措。Bergsten 表示：“你將面臨經濟基本面和政治現實的挑戰。”

美國政府在其意圖方面釋放的信號指向不一。特朗普顧問稱，干預是不可能的；但特朗普堅稱，他沒有排
除這種可能。華爾街分析師預計政府不會馬上進行干預，但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策略師上個月表
示，美聯儲無法滿足特朗普降息要求的時間越長，政府乾預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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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會，共和黨人以及包括馬薩諸塞州參議員 Elizabeth Warren 在內的民主黨人日益呼籲採取行動，阻
止美元進一步走強。
由於美元近期走強反映的是美國相對較高的利率，那麼讓美元走軟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美聯儲降息。但美聯
儲的利率決定獨立於政府。
白宮有自己的辦法。1934 年的《黃金儲備法》(Gold Reserve Act)賦予白宮通過賣出美元、買入外幣進
行干預的廣泛權力。
美國財政部維持有一個規模約 950 億美元的基金以供此類行動之用，該部門還可以指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
作為代理人，通過了結部分此類持倉來賣出美元。美聯儲則有義務遵守。
美國財政部還可把上述基金的部分外幣“存放”在美聯儲，作為抵押資產換取新發行的美元。美聯儲主席
和副主席以及紐約聯儲行長將不得不予以批准。
美聯儲還擁有通過出售美元直接干預外匯市場的權力，並經常與財政部協作，以加大外匯操作力度。實際
上，自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美聯儲和財政部的操作一直平分秋色。
這樣的操作真的有效嗎？
與每日交易額 5 兆美元的外匯市場相比，美國的干預力度將非常小，而且相對於歐元等較大貨幣，美國對
較小的新興市場貨幣的干預可能更有效。
如果美聯儲和其他國家的財政部和央行都參與進來，將會更加有效，就像 1985 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當時，法國、西德和日本與美國聯手壓低美元匯率。
自 1995 年以來，美國在 1998 年、2000 年和 2011 年三次干預匯市，每次都是在美聯儲和其他國家的配
合下進行的。
Bergsten 表示，鑑於其他國家的經濟表現都落後於美國，很難想象國際盟友會同意以損害自身利益為代
價、通過買入美元來幫助支持美國經濟增長。一些國家可能通過賣出本幣來抵抗美國干預的影響，這將在
本質上中和美國干預匯市所帶來的好處。根據《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本月進行的調查，
78%的受訪經濟學家都認為，干預料將在某種程度無效，甚至可能完全無效。
大規模的干預行為還將令美聯儲處於尷尬境地。一些官員可能並不願意支持那種本質上屬於進一步放鬆貨
幣政策的舉措，因為美元走軟會推高進口商品價格，從而帶來通脹上行壓力。而在美聯儲已然面對降息的
政治壓力之際，美聯儲若配合干預行動，就將引發對於其獨立性和公信力的質疑。
從事匯率政策工作超過 20 年的前美聯儲和財政部官員 Edwin Truman 表示，從另一方面看，“若是不配
合干預行動，就相當於傳遞出你不贊同干預的訊號”，這會加劇美聯儲與白宮之間的緊張關係。他表示，
而為了避免火上澆油，你恐怕就得跟隨行動。
行业/板块
薪资福利谈判破裂 通用汽车工人将举行罢工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 13:15 英国《金融时报》 安娜•尼科拉乌 纽约报道

在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美国工厂有关工人薪资与医保福利的谈判破裂后，数万名通用工人将举行罢
工，这是十余年来的首次汽车业罢工。

16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呼吁从上周日午夜开始罢工，工会领袖要求通用对工人们为
“建立一个健康、可盈利的产业”而做出的“贡献予以认可”。
决定罢工之前，在底特律进行的关于一份新的四年劳动合同的谈判破裂。目前，工人与汽车制造商都在为
经济走弱做准备。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要求通用的近 4.6 万名美国工厂工人停止工作，直到接到进一步通
知为止。这将是 2007 年以来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针对通用发起的首次罢工。
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工会在工人劳动合同上对大型车企作出了让步，例如削减医保福利和养老金，帮
助通用减少成本渡过破产难关。通用和其他大型车企之后享受了数年的强劲增长。
但随着成本上升、销量下架、消费者品味改变，汽车销售前景在过去一年里变得黯淡起来。美国的消费者
越来越多地关注运动型多用途车(SUV)和皮卡，同时汽车制造商还需投资研发电动汽车、自动驾驶汽车等
技术。
Facebook 数字货币计划今日接受质询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 06:06 英国《金融时报》 迈赫林汗 赫尔辛基 ， 萨姆•弗莱明 伦敦报道 ， 卡罗琳•宾哈姆

Facebook 将就其计划中的 Libra 代币项目受到全球监管机构的质询，欧盟各国政府担忧该数字货币对金
融稳定构成威胁。
Libra 的代表周一将在巴塞尔面对 26 家央行的官员，包括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和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官员们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这将是自 Facebook 公布其颠覆全球支付体系的计划以来，
Libra 创始人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首次重大交锋。
来自欧洲央行(ECB)的伯努瓦•克雷(Benoît Coeuré)将主持此次会议。他警告称，要让 Libra 在欧盟境内运
营，“监管批准的门槛将会非常高”。他在欧盟各国财长在赫尔辛基开会后作出这番表态的。会上，各国
政府对 Libra 和其他数字货币技术破坏金融体系稳定、削弱政府和央行主权的可能性表示“强烈关注”。
克 雷 周 一 将 主 持 Libra 与 支 付 和 市 场 基 础 设 施 委 员 会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国际清算银行(BIS)的一个论坛——之间的会议。
一位官员表示，Libra 的创始人被邀请出席会议，回答有关这种货币的范围和设计的关键问题，其结果将
被纳入一份 10 月提交给七国集团(G7)财长的报告。
Libra 表示，其创始人欢迎与监管者的所有商谈。“自宣布有意推出 Libra 网络的近三个月以来，我们优
先考虑与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进行接触，”Libra 称。
“我们欢迎这种接触，并刻意设计了一条漫长的推出跑道以便进行这些对话，向利益相关者介绍情况，并
把他们的反馈纳入我们的设计。”
国际清算银行拒绝发表评论。
Facebook 的数字货币倡议立即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央行的关注。法国财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
表示，Libra 应该被禁止在欧盟境内运营，因为在缺乏适当监管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削弱政府的“货币主
权”。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拒绝 Libra 在欧盟发展，”勒梅尔表示。
作为 G7 轮值主席国，法国迅速组建了一个专门小组，负责审查 Libra 和其他所谓的稳定币；该小组也由
克雷挂帅。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也表示将研究 Facebook 的计划。这是另一个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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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巴塞尔的组织，向 20 国集团(G20)提交建议，由美联储副主席兰德尔•夸尔斯(Randal Quarles)担任
主席。
自 6 月份该项目宣布以来，监管机构和政府一直在索取关于 Libra 范围和设计的更多信息。作为初步调查
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反垄断部门已向 Facebook 发出一份调查问卷，以探
讨该货币是否不公平地给竞争对手带来劣势。
布鲁塞尔还处于设计一个框架以监管 Libra 和其他稳定币的早期阶段；“稳定币”在设计上由硬资产和货
币篮子提供支持。分管金融服务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表
示，各方“有强烈的意愿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
“人们对于金融稳定性方面的潜在影响抱有某些担忧。需要充分理解相关风险，且欧盟需要采取统一行
动，”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
沙特石油设施遇袭 产能减半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 06:06 英国《金融时报》 记者 报道

沙特阿拉伯面临数周达不到全部油气产能的局面，原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设施上周六遇袭。
尽管该国一些官员试图向石油市场保证生产将迅速恢复，但听取了情况简报的人士表示，将产量恢复到最
高水平可能需要长得多的时间。
“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逐渐启动，使这个综合设施达到最大产能，”接近能源部的一位人士表示。
尽管损坏的具体程度仍在调查中，但这位人士表示，有关方面的担忧已促使沙特与几个欧佩克(OPEC)国
家展开磋商。选择之一可能是召集这个产油国卡特尔开一个紧急会议。石化原料也受到影响。
作为欧佩克事实上的领导者，沙特正在初步评估是否需要请求其他成员国暂时提高产量以安抚市场，直到
该国的产出完全恢复为止。
上述人士表示，讨论尚处于初期阶段，也许不会带来实际行动。但考虑到沙特此前领导该集团减产以支撑
价格，这些磋商表明该国担忧的深度。
美国已将针对阿布盖格炼油厂(Abqaiq)——至关重要的原油加工中心，位于沙特阿美(Saudi Aramco)总
部所在的达兰(Dhahran)的西南方向——和胡拉伊斯油田(Khurais)的袭击归咎于伊朗。这些袭击迫使世界
最大原油出口国暂停一半以上石油生产。
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峙加剧中东紧张之际，这些袭击加剧了人们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脆弱性的担忧。
利雅得方面是特朗普政府在阿拉伯世界最密切的盟友，一直坚定支持美国向伊朗施加“最大压力”的战略，
目的是迫使伊朗重新谈判其在 2015 年与世界大国达成的核协议，并收敛其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激进组织的
支持。
与伊朗结盟的胡塞叛乱组织已声称对这些袭击负责，称其出动 10 架无人机袭击了两处石油设施。该组织
在也门四年内战期间与沙特领导的联盟为敌。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指责伊朗发起“针对世界能源供应的前所未有的袭击”，并补充
称“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袭击来自也门”。
周日，伊朗驳斥了这些指控，该国外交部称，华盛顿方面的指控是其“最大谎言”政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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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表示，在“最大压力”失败后，蓬佩奥
正在转向“最大欺骗”。
“美国及其附庸因为迷信武器优势将带来军事胜利而在也门深陷泥潭，”扎里夫在 Twitter 上写道。“责
备伊朗不会终结灾难。”
社交媒体上贴出的图片和视频显示，距离也门边境 500 多公里的胡拉伊斯油田燃起大火。
沙特阿美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Amin Nasser)表示，该公司已扑灭大火，目前正在努力恢复生产；大火
并未造成人员受伤。
沙特能源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亲王(Prince Abdulaziz bin Salman)表示，初步估计显示，这次
袭击导致每日原油供应暂停 570 万桶，相当于日产量的 50%以上。但他补充说，对客户的一部分供应损
失将由库存弥补。他还表示，由于这次袭击，天然气产量下降了 50%。
“这次恐怖袭击是近期针对石油和民用基础设施以及海湾泵站和油轮的攻击的延伸，”阿卜杜勒阿齐兹表
示。
“这些袭击不仅针对王国的重要设施，还针对国际石油供应，威胁其安全保障。”
沙特阿拉伯供应全球原油的 10%以上，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每天损失逾 500 万桶将相当于全球石油
供应量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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