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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划限制卖空

为了防止股市继续跌跌不休， 法

国、 西班牙、 意大利和比利时四国上

周四宣布将禁止股票卖空操作。 对

此，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

SEC

） 发

言人内斯特表示， 该委员会不计划采

取行动限制卖空。

内斯特还表示，

SEC

已经制定了

相关规则来限制滥用的卖空行为， 其

中包括限制裸卖空等。

在应对金融和债务危机的过程

中， 欧美国家下达卖空禁令已不是

头一遭， 但在全球股市动荡且敏感

的时候， 这一举措能否奏效还有待

观察。 法国经济、 财政和工业部长

巴鲁安指出， 卖空禁令将保证金融

市场良好运转。 不过， 德国联邦银

行业协会对永久性的股票市场卖空

禁令表示反对。

从美国的经验看，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宣布禁止做空后， 美国股市在一个月

时间里下跌了

４８％

。

（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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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市惊魂一周 经济走势将成关键

上周美国评级遭降给亚太股市带来的创伤大于欧美股市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上周全球股市出现自

2008

年

金融危机之后最剧烈的震荡， 尽管

美国评级遭降的影响逐渐消散， 但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震荡行情近期

不会结束， 经济走势将成为投资者

下一步关注的焦点。

亚太股市很受伤

上周全球股市遭遇 “黑色星期

一”， 道指当天暴跌超过

５％

， 标准

普尔

５００

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跌幅

均超过

６％

。 恐慌性抛售之后， 市场

很快被借机买入所取代， 欧美股市

又出现暴涨。 随后， 由于投资者信

心遭到法国信用评级或被下调等不

利传言打击， 欧美股市再度狂泻。

１１

日和

１２

日， 欧美股市连续放量

反弹。 上周， 美国股市三大股指累

计跌幅均在

1%

左右， 泛欧道琼斯

Stoxx 600

指数累计跌幅仅

0.6%

。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评级遭降

却给亚太市场带来更大伤害。 上

周， 亚太股市表现不一， 日本以及

中国香港股市的累计跌幅远远超过

欧美股市。 即使是宣布禁止做空，

韩国股市还是显得最为恐慌， 累计

跌幅超过

7%

。

尽管股市震荡加剧， 中国概念

股上周依然上行， 纳斯达克中国指

数上周五报收

１９７．８５

点， 单周上

涨

２．８％

。 市场动荡使投资者和企

业纷纷选择避险投资， 国际金价一

度突破每盎司

1800

美元的关口，

美国国债收益率也继续下降。 数据

显示， 本月前两周全球股市的市

值已缩水约

4

万亿美元， 两周内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全球指数蒸

发的市值几乎等于意大利、 西班

牙、 葡萄牙、 爱尔兰和希腊国内

生产总值 （

GDP

） 的总和。

股市将持续震荡

上周最后两个交易日， 欧美股

市逐渐恢复了平静， 市场人士开始

期待， 最坏时期即将过去。 “股

神” 巴菲特也表示， 其本人一直在

买入股票， 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一个新的市场低迷阶段即将产生。

投资者对于下一步市场走势的

预测开始出现分化， 但一个普遍观

点是， 市场震荡行情近期内不会结

束。 纽交所交易员威利斯表示， 目

前投资者已逐渐从美国评级事件的

阴影中走出， 注意力开始逐渐转向

下一步的经济走势， 但在今后的一

两周内股市震荡仍将持续。 罗克威

尔全球资本公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

卡迪罗表示， 任何有助于表明全球

经济并未步入二次衰退的数据， 都

将为股市回稳带来刺激作用。 不过，

路透社最新调查显示， 接受调查者

中有

３０％

认为美国经济将陷入二次

衰退， 而于去年

１１

月

５

日进行的上

一次调查中， 这一比例仅为

１５％

。

美国投资机构

Morgan Keegan

股市策略部主任吉布斯表示， 欧洲债

务状况更让投资者感到担忧。 世界银

行行长佐利克表示， 相对于美国经济

问题， 欧洲经济问题更加棘手和严

重， 投资者对欧洲是否有能力解决债

务危机产生质疑。 法国总统萨科齐与

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于本周召开会议，

市场希望此次会晤将出台一些解决欧

洲债务问题的具体方案。

白宫强调美国富裕阶层

也应为减赤作出牺牲

美国白宫

１２

日表示， 在美国减少政府财

政赤字的过程中， 美国社会各阶层都会受到影

响， 美国的富裕阶层也应该为此作出牺牲。

白宫新闻发言人约翰·欧内斯特当天告诉

记者， 减少政府赤字不能仅仅让美国的中产阶

级家庭来承担压力， 富裕阶层应该接受更高的

收入所得税税率。

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

１１

日在艾奥瓦州举

行了党内第二次总统预选辩论， 参加辩论的八

位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一致反对以增税的形式来

削减联邦政府赤字； 即便是每增加

１

美元税收、

减少

１０

美元政府开支的温和做法， 他们都表示

反对。 欧内斯特表示， 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这

种立场和大多数民主党以及中间派选民的主张

不同， 美国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理应为减少

财政赤字作出必要的牺牲。 （据新华社电）

印度尚不确定

是否改变货币政策立场

据印度媒体

１３

日报道， 印度央行行长苏

巴拉奥

１２

日在尼泊尔出席会议时表示， 现在

还不确定印度央行是否会改变其反通胀的货

币政策立场。

苏巴拉奥说： “市场上有很多不确定性，

我们在

９

月中旬发布例行货币政策报告时将

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苏巴拉奥表示， 印度企业仍然有定价权，

通胀依然是印度央行的主要挑战。 “我们很

可能正在牺牲一些短期增长， 但要实现中长

期可持续增长需要降低通胀。”

对于美联储决定把超低利率延续到

２０１３

年年中， 苏巴拉奥说， 印度将在商品价格和

资本流动方面受到影响， 短期将出现资本流

出， 但中期将出现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或流出。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以来， 印度央行一直维持

紧缩货币政策， 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关键

利率控制通胀， 准备金率和回购利率已累计上

调

１００

个基点和

３２５

个基点。 （据新华社电）

俄财政部官员说金融市场

变化不会影响俄国债政策

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谢尔盖·斯托尔恰克

１２

日对媒体表示， 近期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不

会影响俄罗斯已经制定的未来三年国债政策。

斯托尔恰克说， 俄罗斯已制订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国债发行计划， 未来将逐步落实。 他强

调， 近段时间世界金融市场出现的剧烈震荡不

会对这一计划产生影响。 他同时透露， 俄罗斯

未来三年将发行的欧洲债券规模不大。

俄罗斯财政部日前制订 “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联邦债务政策主要方向”， 并提交俄

政府审议。

１１

日， 该文件经俄政府主席团会

议审议原则通过。 根据这份文件， 到

２０１４

年，

俄罗斯国债规模达到

１２

万亿卢布 （约合

４０８１

亿美元），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７％

。

俄联邦审计署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０

年俄罗

斯国家债务水平约为俄国内生产总值的

９．３％

。

俄财政部预计， 今年俄国家债务总额相当于俄

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１．２％

。 （据新华社电）

欧洲四国再出狠招

卖空禁令阻击投机

有关法国银行破产的传言扰乱

市场之后，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和比利时四国金融监管机构近日纷

纷使出禁止卖空的狠招， 以阻击市

场投机。 在应对金融和债务危机的

过程中， 欧洲国家下达卖空禁令已

不是头一遭， 但这一举措能否奏效

还有待观察。

连载小说被当真？

１０

日， 有市场传闻称法国兴业

银行因深陷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而濒临

破产， 引发法国股市大幅波动， 其中

银行股暴跌， 并拖累欧股市场金融股

整体表现。 兴业银行以及法国金融市

场管理局此后均出面否认传闻。

据法国媒体披露， 英国 《每日

邮报》 周末版

７

日曾报道， “法国

兴业银行和意大利裕信银行均因希

腊债务危机而面临巨额亏损。 ”

８

日， 这家英国报纸从其网站删除了

这则消息 ，

９

日晚刊登 “勘误公

告”， 表明相关信息是虚假的， 并

向兴业银行表示道歉。 此后， 据路

透社驻巴黎一名记者透露， 兴业银

行破产的谣言源自英国 《每日邮

报》 对法国 《世界报》 连载小说的

误读。

法国 《世界报》 连载小说 《欧

元到站了》 曾提到， 美国监管机

构要求美国基金投资除兴业银行

和裕信银行之外的股票 。 但英国

《每日邮报》 经济部表示并不知道

这一连载小说 。 一些银行内部人

士则批评法国 《世界报》 刊登的

小说过于接近现实 ， 容易让读者

产生误解。

禁令因谣言起

由于

１０

日以来， 法国多只金融

股票受谣言冲击而出现股价暴跌，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

１１

日发表声

明说，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和比

利时四国将禁止卖空操作， 以平抑

金融市场剧烈波动。

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随后宣

布， 将在

１５

天内对

１１

只法国金融

保险股票实施卖空禁令， 涉及法国

巴黎银行、 法国再保险公司和兴业

银行等。

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局长皮埃

尔·茹耶说， 多个欧洲国家金融市场

“饱受毫无根据的谣言困扰”， 这些

谣言企图测试法国抵御风险的能力。

他呼吁欧洲国家携起手来， 建立共

同的市场监督机制。

此外， 意大利市场监管机构决

定从

１２

日起在

１５

天内禁止

２９

只金

融股卖空。 西班牙也表示， 将和欧

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协调延长卖空

禁令实行时间。 比利时表示将禁止

金融类股的裸卖空交易， 但实施时

间待定。 德国财政部

１２

日也表示，

将力争在欧洲范围内实施针对股票、

政府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裸

卖空禁令。

所谓卖空， 又称做空， 是指投

资者当某种股票价格看跌时， 便从

经纪人手中借入该股票抛出， 待价

格真的下跌时， 再买入股票归还经

纪人， 从中赚取差价。 而所谓裸卖

空， 是指投资者连借入股票都省了，

直接在市场上卖出根本不存在的股

票， 然后在交割日前买回股票平仓。

效果还需观察

法国经济、 财政和工业部长弗朗

索瓦·巴鲁安

１２

日发表声明指出， 卖

空禁令 “将保证金融市场良好运转”，

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的措施是欧洲各

国监管机构协调合作的结果， 这一决

定显示了 “政府保证金融市场稳定和

打击各种投机行为的决心”。

法国政府官员表示， 在金融危机

期间， 卖空禁令被证明是一个有效工

具， 在市场失灵时可使用，

１０

日和

１１

日的市场表现说明， 市场已失灵，

投资者是在依赖错误和没有根据的谣

言作出判断。 法国曾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期间实行过类似的卖

空禁令。

２００８

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

后， 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的监管当

局均一段时间内实施针对股市的卖空

禁令。

不过， 法国 《世界报》 指出，

据后来对卖空禁令进行研究的学者

说， 禁令效果有限， 而且禁令将股

价维持在一定高位上， 也存在使一

些股票被高估的风险。

分析人士认为， 欧洲四国推出

的卖空禁令将在短期内为股市提供

支持， 但市场的剧烈波动仍有可能

再次引发抛售潮。

法国奥雷勒

ＢＧＣ

投资公司首席

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帕里索指出， 卖

空禁令不是 “灵丹妙药”， 这项举措

将限制一些市场操作行为， 无法彻

底解决所有问题， 因为市场上还存

在一些其他技术手段来投机。

（据新华社电）

新兴市场股票基金

出现大量资金外流

全球股市剧烈震荡得到了最新

资金流动数据的证实， 大量资金继

续撤出新兴市场股票基金。

根据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对基

金追踪机构

EPFR Global

数据进行

分析的结果表明， 截至

8

月

10

日的

一周内， 新兴市场股票基金的资金

流出量为

77

亿美元， 发达市场股票

基金的资金流出量为

190

亿美元。

花旗集团则指出， 全球所有地

区都呈资金净流出趋势。 不过， 据

EPFR

提供的数据显示， 资金流出

量最多的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除

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 撤出资金为

29

亿美元， 占

EPFR

所追踪全部

被管理资产的

1.2%

。

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投资者已

经从新兴市场股票基金撤出

140

亿

美元资金。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

间， 有

450

亿美元撤出了新兴市场

股票基金。 有分析人士开始担心，

一旦市场心态发生转变， 外资迅速

撤离将使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

遭受重创。

摩根士丹利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新兴市场债券基金也出现资金

净流出， 终止了此前连续

19

周净

流入的趋势。 此外， 股市大幅震荡

刺激美国电子股票交易平台的成交

量大幅增长， 表明在此次股市暴跌

暴涨过程中高频交易商成为了市场

主力。

(

吴家明

)

华尔街高管今年奖金

或缩水

30%

纽约薪酬咨询公司

Johnson Associates

最

新发布的报告预测， 今年华尔街高管的奖金或

将大幅缩水三成。 报告显示， 今年华尔街大部

分从业人员的奖金可能都将下滑。 其中， 从事

固定收益部门的交易商、 银行家以及销售人员

的薪酬可能缩水

20%~30%

， 股票交易员的奖

金可能缩水

0~15%

。

报告指出， 由于世界经济持续动荡， 经济

复苏令人失望， 因此做出上述预测。 该公司还

认为， 今年从事并购业务的投资银行家的奖金

可能较去年增长

5%~10% (

杨晨

)

美国邮政总局拟大裁员

据悉， 一直受亏损问题困扰的

美国邮政总局计划裁员

20%

， 即

12

万员工， 同时计划退出福利较好

的联邦雇员退休和医疗保险系统。

据报道， 美国邮政总局将以打破

劳资合同的形式开展裁员工作， 但这

项计划需要获得国会批准。 鉴于与邮

政工人工会先前达成的协议内包含禁

止解雇条款， 邮政总局必须先与工会

重新谈判， 并将遭到工会的强烈反

对。 此外， 员工主动辞职和退休将使

邮政总局再减员

10

万人。

邮政总局显得很为难， 要求国

会批准消除邮政工人工会合约中的

禁止解雇条款是个异乎寻常的请求。

此外， 美国邮政总局每年需为

员工退休医疗保险提前支付

55

亿美

元， 今年这笔钱实在拿不出， 提前

支付员工退休医疗保险似乎成为当

局面临的最大问题。 邮政总局表示，

如果国会不采取措施， 考虑到邮政

总局的现状及自身借贷上限逼近，

当局现金将在

9

月底之前耗尽。

美国邮政总局声称承担全球将近

40%

的邮政业务， 但受互联网和电子

商务冲击， 这一机构自

2008

年以来

亏损额不断增加。 去年出现

80

亿美

元亏损， 今年可能再度大幅亏损。

有分析人士表示， 美国政府最

终可能不得不出钱挽救美国邮政。

一旦裁员计划获批， 将在美国政府

内部产生涟漪效应。

(

吴家明

)

上周韩国股市因跌势过大， 连续两日遭遇暂停交易。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