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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宏观经济因果 两美经济学家摘诺奖

昨日， 备受瞩目的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最终确定， 来自美国的

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和普林

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共

同获得

2011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并分享

1000

万瑞典克朗 （合

150

万

美元） 奖金。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 将诺贝尔经

济学奖授予上述两位经济学家， 以表彰

他们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 据

悉， 萨金特对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大

部分领域都有深入了解， 其学术专长是

动态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而西

姆斯创立了名为向量自回归的方法来

分析经济如何受到政策的临时性改变

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西姆斯及其他研

究者使用这一方法来研究诸如央行加

息对经济的影响等诸多重要问题。

此前， 被外界视为最有望夺得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家桂冠的是美国

芝加哥大学商学研究所杰出教授戴

蒙德， 其研究领域是对金融中介与

监督的分析。 此前， 有海外媒体援

引观察家的观点称， 研究全球金融

危机的学者恐怕难以获得今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 令人感到遗憾。

汤森路透此前推出多位有望问鼎诺

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 全部来自美国。

此外， 金融市场剧烈震荡或导致诺

贝尔基金会被迫让诺贝尔奖奖金 “贬

值”。 诺贝尔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海肯斯滕

日前表示， 基金会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富

有， 需作长远打算。 诺贝尔基金会当前

管理大约

30

亿瑞典克朗

(

约合

4.4

亿美

元

)

的资金， 每年运营费约为

1752

万美

元， 包括

730

万美元奖金。

(

吴家明

)

德法合力灭“债火” 欧美股市强劲反弹

德总理默克尔和法总统萨科齐宣布，应对欧债危机整体方案拟于

１０

月底出炉；欧元大涨逾

2%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欧元区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领

导人选择在当地时间

9

日就债务危

机展开对话。 会后， 德国总理默克

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 应对欧

债危机的 “整体方案” 拟于

１０

月

底出炉， 德法两国将共同致力于维

护欧洲银行业稳定。

德法合力应对危机

默克尔在与萨科齐举行的联

合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受损银行

应该首先设法自己融资， 两国已

决定在必要时保障银行业的资本

结构调整。 萨科齐也指出， 在可

能向银行业注资一事上与默克尔

看法完全一致。

此外， 双方表示将在本月底前

推出应对欧债危机的 “整体方案”，

并在

11

月初召开的二十国集团

（

G20

） 峰会上与一个 “欧洲新愿

景” 一同公布。 据悉， 这份 “整体

方案” 包括维持货币联盟及欧洲银

行业稳定等措施。

其实， 欧洲银行业问题已经蔓延

至法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 法国巴黎

银行和兴业银行昨日也再次否认增资

传闻。 不过， 此次德法会议还是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于欧洲银行业

的担忧， 市场情绪有所缓和。

有分析人士表示， 德法两国展

现出的团结姿态为下一步欧盟出台

更为具体有效的应对危机措施打下

了基础。 德法应承担应有责任， 才

有可能重塑外界对欧洲经济治理的

信心。 英国首相卡梅伦昨日表示，

除非采取果断措施消除不确定性，

否则几周内欧元区就会爆发经济灾

难。 卡梅伦呼吁德法两国负起责

任， 在年底前推出完整计划终结市

场的不确定性。

德克夏银行获援助

除了德法领导人的强力喊话，

法国、 比利时和卢森堡政府宣布，

就援助德克夏银行集团达成协议。

这是欧债危机爆发以来， 欧元区政

府首次出手援助一家欧洲银行， 因

此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据悉， 比利时政府出价

40

亿

欧元 （约合

54

亿美元） 购买德克

夏比利时银行业务。 此外， 比利

时、 法国和卢森堡将为德克夏银行

集团的

900

亿欧元资产提供巨额担

保。 德克夏银行首席执行官马里阿

尼昨日表示， 该行出现的问题不在

于资本， 而在于流动性。

穆迪曾表示， 如果比利时向德

克夏银行提供援助， 将调低比利时

的主权债务评级。 但穆迪昨日却称，

法国参与德克夏援助计划暂时不会

给法国的

3A

信用评级带来影响。

欧元强势上攻

德法领导人承诺将推欧债危机

新应对方案， 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

场信心。 昨日亚太股市涨跌互现，

MSCI

亚太指数上涨

0.4%

。 欧洲股

市小幅高开， 三大指数盘中涨幅均

在

1%

以上。 除此之外， 欧元汇率

强势上攻， 欧元兑美元盘中涨幅一

度超过

2%

。 在昨日的欧洲交易时

段， 德克夏银行股票恢复交易， 股

价一度暴跌

36%

， 随后震荡上行，

盘中涨幅一度达到

4%

。 此外， 美

股三大股指盘初涨幅逾

2%

。

有消息指出， 欧盟、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

IMF

） 以及欧洲央行的

负责人昨日与希腊财长维尼泽洛斯

会面， 意在结束关于持续数周的谈

判。 此外， 俄罗斯政府称可能帮助

西班牙应对债务危机， 这些消息都

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欧元走强。

保尔森旗下基金

今年已亏

46.73%

据海外媒体报道， 著名对冲基金经理保尔

森旗下的基金在今年大多数时间内蒙受亏损，

旗下的旗舰基金

Advantage Plus fund

在

9

月

下跌

19.35%

， 今年以来的跌幅达到

46.73%

。

据悉，

9

月份大规模抛售黄金使保尔森基

金的亏损雪上加霜。 虽然包括

Lee Ainslie

、

Leon Cooperman

在内的许多基金经理人也遭

受亏损， 但保尔森却成为今年业内的大输家。

数据显示，

9

月份对冲基金行业平均下跌

2.81%

， 今年以来的跌幅为

4.74%

。 （浩林）

香港重拳规范一手楼销售

开发商弄虚作假最高判

7

年

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在经过近

一年的研究后， 近日决定将立法规管香港的一

手楼盘销售， 建议地产开发商今后在售楼时一

定要以实用面积报价。 委员会还提出， 如果开

发商被证实发放虚假数据就需负上刑事责任，

最高的刑罚是入狱

7

年。

香港特区政府专责研究规管一手楼盘销售

的委员会昨日提出建议， 今后开发商在发售新

盘时只可以用实用面积报价， 并建议开发商统

一售楼书格式， 并且要在开售前

3

天公布价格

表。 另外， 开发商在售楼之后， 必须

24

小时

内公布有关交易， 包括涉及的公司高层等相关

人士信息， 这比目前规定的

5

天时间大幅缩

短。 对于如果有开发商发布误导或者失实的数

据， 委员会认为， 此类开发商应该要负上刑事

责任， 一经定罪， 有关人士最高会被判监

7

年

并罚款

500

万港元。 如果开发商妨碍有关政府

部门的调查， 委员会认为此类行为同样有罪，

最高会可被判监

6

个月并罚款

50

万港元。 此

外， 委员会还建议在香港运输及房屋局旗下设

立新的执法机关， 以监管一手住宅物业的投诉

等事宜。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昨日表示， 赞成立法

将有关开发商售楼弄虚作假的行为刑事化。

但有地产代理人则对此表示反对， 甚至预期

在最坏的情况下代理商不会再染指一手楼盘

的销售。 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则重申不反对有

关立法， 但强调希望特区政府有关部门确保

市场的正常运作。 （吕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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