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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央行多举措

抑制卢比贬值

为抑制印度卢比近来对美元持续贬值， 印

度央行

２３

日宣布了多项措施， 提高非居民本

外币存款利率和外部商业借款利率上限， 并解

除对货币掉期交易金额限制。

根据最新规定， 新增非居民卢比

１

至

３

年

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由原来的伦敦同业拆借利

率加

１７５

个基点调整为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加

２７５

个基点。

非居民外币存款利率上限则由此前的伦敦

同业拆借利率加

１００

个基点提高为伦敦同业拆

借利率加

１２５

个基点。

印度企业进行

３

至

５

年期外部商业借款的

综合成本上限由此前的半年期伦敦同业拆借利

率加

３００

个基点提高为半年期伦敦同业拆借利

率加

３５０

个基点。

印度央行还解除了在柜台市场进行卢比与

外币掉期交易的金额限制， 此前交易方最多可

以进行

１

亿美元的本外币掉期交易。

分析认为， 印度央行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增

加国内美元等外币供应， 为进出口提供更充分

的规避汇率风险空间， 抑制卢比对美元的贬值

压力。 由于外国机构投资者资金流出和印度进

口商对美元需求强劲， 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

日持续贬值， 并连续创下历史新低。

（据新华社电）

美团购网站

Groupon

跌破发行价

受经济数据疲弱和德国国债销售遇冷等利

空因素影响，

23

日美股大幅下挫， 美国著名

团购网站

Groupon

股价更是首次跌破

20

美元

的发行价， 报收

16.96

美元。

对投资者和其他等待上市的科技公司而

言，

Groupon

股价大跌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美国咨询公司

Renaissance Capital

研究总监巴

德表示， 在市场当前所处的环境中， 一些不够

成熟的企业自然会面临更大的抛压。

此前，

Groupon

成功上市推动了一些急于

在美上市融资的国内团购网站开始行动， 但仅

仅过了

3

周时间，

Groupon

就跌破发行价。 分

析人士表示，

Groupon

的市场表现使国内团购

网站赴美上市之路蒙上阴影。 （浩林）

惠誉再发难 葡萄牙评级被踢入垃圾级

德法意峰会昨日召开，德法就发行欧元债券问题依然存在较大分歧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尽管欧元区国家领导人想尽各

种办法试图缓解债务危机， 但这一

金融病魔依然折磨着欧元区经济

体。 无奈之下， 欧洲人急中生智，

试图推出欧元债券以对欧债危机作

一个了断。

昨日， 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领

导人聚首。 德法两国准备拉上意大

利， 联合商讨欧债危机的应对方

案。 然而， 在峰会召开前夕， 国际

评级机构再次对欧元区发难， 惠誉

调降葡萄牙主权评级。

欧元债券障碍重重

欧盟委员会

23

日公布关于发

行欧元债券的三种可行性方案。 方

案一是由欧元区发行统一债券，

１７

个成员国为共同债券提供共同担保

并停止发行各自的国债。 方案二是

欧元区发行统一债券， 为部分重债

国融资， 所有成员国提供共同、 有

限的担保， 但仍各自发行国债。 方

案三是欧元区发行统一债券， 替换

一部分成员国国债， 各成员国根据

所替换的份额提供相应担保。

日前， 德国政府发行的国债遭

市场冷遇， 反映出市场对作为欧元

区实力最强的德国经济能否免遭危

机侵袭的担忧。 有分析人士也表

示， 投资者已经对欧元区债市失去

信心， 推出欧元债券的必要性不言

而喻， 创建一个欧元区共同债券市

场可以消除流动性、 信贷以及汇率

风险。

然而， 欧元债券能否实施还存

在变数。 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 德

国拒绝将欧元债券作为克服债务危

机的手段。 芬兰总理卡泰宁也认

为， 发行欧元债券无法解决目前严

重的欧债危机。

欧洲央行角色扮演引争议

欧元债券无疑成为此次德法意

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市场也密切

关注意大利总理蒙蒂和法国总统萨

科齐能否 “征服” 默克尔， 令其

“变心”。 不过， 在会后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中， 德法就发行欧元债券问

题依然存在较大分歧。

此外， 针对欧洲央行是否应该

加强干预以遏止欧元区不断蔓延的

债务危机， 法国与德国一直持不同

意见。 法国外长朱佩昨日表示， 德

法意领导人进行会谈时将讨论欧洲

央行干预债务危机问题。 法国认

为， 在目前的债务危机中， 欧洲央

行必须在重建市场信心方面扮演关

键角色。

尽管各方仍存在分歧， 但德

法两国都对意大利的改革计划表

示支持。 有分析人士表示， 这是

蒙蒂上任以来首次与默克尔和萨

科齐进行会谈。 蒙蒂上任后， 意

大利在谈论如何拯救欧元这个议

题上更有话语权。 德国财长朔伊

布勒预计， 德法意峰会以及

12

月

初举行的欧盟峰会有望就欧债危

机达成最终解决方案。

葡萄牙遭惠誉突袭

就在德法意峰会召开前夕， 惠

誉 宣 布 将 葡 萄 牙 主 权 评 级 从

“

BBB-

” 下调至 “

BB+

”， 等于将

该国的信用评级调至垃圾级， 评级

展望为负面。

惠誉表示， 葡萄牙政府财政失

衡， 债务高企意味着该国的评级不

再符合投资级要求。 葡萄牙前财政

部秘书皮纳曾表示， 因上市企业目

前无法从公开市场融资， 葡萄牙可

能还需要

200

亿至

250

亿欧元的救

助资金。

香港恒生投资服务公司首席分析师温灼培：

100

美元是油价一道尴尬坎儿

证券时报记者 唐盛

在欧债危机蔓延、 美国经济不

景气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

情况下， 近期国际油价却高奏凯

歌， 纽约原油期货直指每桶

100

美

元大关。

这一现象是否表明石油价格已

经开始偏离全球经济的基本面？ 高

油价将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怎样的

不利影响？ 对这些问题， 证券时报

记者采访了恒生投资服务公司首席

分析师温灼培。

“我认为， 目前有两大因素对

国际油价起到支撑作用。” 温灼培

说，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地缘风

险有所增加。 美英等西方国家近日

宣布联合制裁伊朗， 甚至有传闻称美

国将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打击， 令市场

担心作为主要石油供应国的伊朗一旦

受到战争冲击， 将会导致国际原油供

应出现严重短缺。”

“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的第二大产出国， 伊朗战事能否打起

来将关乎全球的石油供应和金融市场

稳定。” 温灼培强调说， 目前大多数

市场人士认为， 美国对伊朗是打还是

不打要到明年初才能见分晓。

“另外， 在

10

月份美国东部曾

经出现了百年罕见的暴风雪， 市场预

期今年美国乃至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将

遭遇严冬的考验， 这成为支撑油价高

居不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温灼培表示， 对于目前的国际油

价来说，

100

美元的确是一道很尴尬

的坎儿。 一方面， 目前全球经济复苏

前景并不乐观， 尤其是备受主权债务

危机困扰的欧洲多国， 而经济情况萎

靡不振的美国更是如此， 这将直接制

约全球市场对于原油的需求。 也就是

说， 目前全球经济的基本面并不能支

持油价高企在

100

美元之上。 但是，

市场对于美国对伊朗动武仍存担忧，

进而担心国际原油供应因战事爆发受

到影响， 这一预期又支撑国际油价在

目前的价位不会下跌太深。

温灼培总结说： “我预期， 年底

前国际原油价格将在

100

美元附近小

幅震荡。 目前油价走势与全球经济基

本面确实有一定偏离， 这对于脆弱的

全球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日本财政状况恶化 标普暗示下调评级

证券时报记者 浩林

欧债危机继续蔓延， 评级机构

又把目光投向日本。 据海外媒体报

道， 标准普尔昨日表示， 日本政府

的财政状况持续恶化， 暗示将下调

该国评级。

标普主权评级部门主管小川隆

平表示， 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每况

愈下， 标普可能准备下调日本评

级， 但不会马上发生。 除此之外，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在新发布的

报告中警告， 市场对日本财政可持续

性的担忧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突

然飙升， 造成日本债务状况难以为

继， 使全球经济受到冲击。

日本政府昨日发布

11

月份月度经

济报告， 对日本经济前景持谨慎立场，

并首次明确指出欧债危机是景气下行

的主要风险之一。 由于投资者对欧债

危机的担忧加剧， 日本股市昨日下挫，

日经

２２５

指数下跌

１．８％

， 报收

８１６５．１８

点， 创下近两年半以来的新低。

经合组织曾预计， 日本公共债务

在

2013

年可能占到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的

228%

。 届时， 日本也许将

成为下一个欧洲。 但有分析人士认

为， 日本主权债务中的

95%

为国内投

资者持有， 因此日本财政状况虽然恶

化， 但债市仍相对稳定。

美交易员感恩节“加班”盯市

证券时报记者 浩林

每年

11

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

感恩节， 美国人提起感恩节总是备

感亲切。 白宫也迎来轻松一刻： 美

国总统奥巴马亲自在感恩节前赦免

了两只火鸡， 这两只火鸡免于像其

“同胞” 一样成为美国人的感恩节

大餐。

同样， 美国金融市场这一天也

休市一天。 但在此之前， 美国股市

三大股指继续大跌， 让投资者和交

易员都难言轻松。 无奈之下， 一些

交易员只好 “加班”， 密切注视欧

洲的情况。

“近期人们一直在谈论感恩节

时该怎么办。” 瑞银场内交易主管卡

新表示， “尽管美股休市， 但欧美

经济密切相关，

23

日美股跌幅更是

大于欧股， 我们也只好继续紧盯欧

洲的形势。”

临近岁末， 欧债危机依然像悬

在头顶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来自

欧洲的任何一点消息都能刺激华尔

街的神经。 “除了欧债， 还是欧

债。” 一名华尔街基金经理无奈地

说。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表示，

华尔街与欧洲的关联度从未像今天

这么高。 众多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让投资者很难在今年感恩节有个好

心情。 不过， 为了自我安慰， 有海

外媒体还是选出了几件值得 “感恩”

的事情： 尽管欧元区深陷财政和银

行业危机， 但欧元仍保持足够的稳

定性， 货币危机还未发生。 此外，

就算大部分的投资都充满风险， 美

国国债仍是避险天堂。

而在昨日的欧洲交易时段， 德国

11

月

IFO

商业景气指数意外上升，

欧洲三大股指盘中走高， 法国和德国

股市涨幅超过

1%

。 随后， 惠誉又给

市场来了个下马威， 再度调降葡萄牙

评级。 不过， 股市似乎不为所动。 也

许， 股市保持涨势， 就是交易员最希

望得到的感恩节礼物了。

俄罗斯国际储备继续减少

� � � �俄罗斯中央银行昨日公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 截至

１１

月

１８

日， 俄

罗斯国际储备总额为

５１５１

亿美元，

比一周前减少

９

亿美元， 降幅约为

０．１７％

。

进入

１１

月以来， 受油价回调

和卢布重新走低等因素综合影响，

俄国际储备持续减少。 过去三周俄

国际储备共减少

６９

亿美元， 不过，

单周环比降幅逐渐收窄。

从年初至今， 俄国际储备增加

３５７

亿美元， 增幅约为

７．４５％

。 其

中，

８

月份， 俄国际储备共增加约

１１１

亿美元， 但

９

月份由于俄央行

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遏制卢布

贬值， 国际储备大幅减少

２８２

亿美

元。 不过，

１０

月份， 随着卢布币

值回调， 国际储备额增加约

８７

亿

美元。

目前， 俄国际储备位于中国和日

本之后， 列世界第三。 俄央行预计，

到今年底俄国际储备将保持在

５１５０

亿美元的水平。

（据新华社电）

葡萄牙的紧缩政策引发了全国范围大罢工。 图为里斯本的一名乘客在地铁站前吃了 “闭门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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