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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伦“打太极” 美联储9月会议更重要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在近日闭幕的全球央行年会

上，美联储主席耶伦的讲话再次“打

太极”，让市场难以将她的讲话定位

为“鸽派”或“鹰派”。不过，美国亚特

兰大联储主席洛克哈特却给出了一

个较为明确的信号： 美联储内部对

加息的辩论激烈， 最快在下个月美

联储的声明或会有大变化。

年会雷声大雨点小

自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央行年

会已成为美联储等发达国家央行提

供政策线索的“秀场”。 在今年会议

召开之前， 市场普遍预期耶伦将带

来明显偏向“鸽派”的讲话，但耶伦

最终的讲话却偏向中立和谨慎，每

段指出劳动力市场现状好于或坏于

预期的话后面都紧跟着一个 “但

是”， 让市场很难将其简单定位成

“鸽派”或“鹰派”。

耶伦表示，美国经济已取得显著

进展，劳动力市场持续复苏，但仍存

在大量闲置资源，失业率下降夸大了

就业市场的整体进展。 如果就业市

场继续以快于预期的速度复苏，或

通胀率很快达到美联储设定的

2%

目标， 美联储的加息时间将可能早

于预期， 但如果这两方面的进展迟

缓， 那么低利率将会持续。 耶伦强

调， 此轮经济危机使美联储加息决

策变得非常复杂， 目前仍无法确定

何时启动这一程序，过早收紧货币政

策将阻碍美国就业市场全面复苏。

有“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华

尔街日报》 记者

Jon Hilsenrath

表

示， 耶伦和

7

月在美国国会的证词

一样模棱两可， 既承认美国劳动力

市场在复苏， 但却没有表示这种复

苏将如何影响首次加息的时点。 德

意志银行全球

G10

外汇主管拉斯

金表示，耶伦的讲话非常平衡，这让

市场中认为耶伦会继续保持“鸽派”

的人感到些许失望。

9 月会议或有“惊喜”

近日， 美股恢复连续上涨势

头， 市场原本希望耶伦发表 “鸽

派”讲话，刺激标普

500

指数顺势

突破

2000

点大关， 但耶伦较为平

衡的讲话没有给市场带来提振作

用，上周五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

不一。 但在上周，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创下近

4

个月来的最大单周

涨幅，分别上涨

2%

和

1.7%

，纳指

上涨

1.6%

。

目前， 美联储内部关于何时加

息问题的分歧在加深。 许多官员认

为加息时间不会早于

2015

年中期，

但不断下降的失业率和其他不断改

善的经济数据已促使部分官员呼吁

提早加息。 美联储公布的最新一期

会议纪要措辞则偏向“鹰派”，一些

官员认为如果劳动力市场持续改

善、 通胀回升， 美联储应该提前加

息。此外，美联储内部对加息具体方

式的讨论继续升温。

美联储自从今年初开始削减

购债以来， 已将月度资产购买规

模减至

２５０

亿美元。 按照目前的

缩减购债节奏， 外界普遍预期美

联储将于今年

１０

月结束资产购买

计划。 鉴于这个敏感时点即将到

来，美联储“中间派”理事、亚特兰

大联储主席洛克哈特

23

日表示，

基于经济数据改善和月度资产购

买规模的缩减速度，及时预测利率

政策变化是合理的行为，美联储正

在对首次加息时点进行讨论，焦点在

于加息时点是明年一季度还是明年

年中。 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最快

在下个月， 美联储政策声明的措辞

会有所变化。

高盛集团分析师大卫则表示，预

计到

2018

年，美联储基准利率将从当

前的近零水平升至

4%

，这几年股票和

债券的回报将出现严重分化。

美联储二季度盈利273亿美元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打着刺激经济的旗号， 美联储可

谓赚得盆满钵满。 美联储近日发布的

报告显示， 第二季度实现盈利

273

亿

美元，环比增长

13%

。

今年上半年， 美联储的盈利规模

从去年下半年的

415

亿美元增至

576

亿美元。对于美联储的高盈利，很多人

都会产生疑问：美联储是如何发财的？

据悉， 美联储的盈利主要来自其所

持有的大量债券所产生的利息。 金

融危机爆发后， 美联储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保持零利率政策， 并借此

大肆购买债券， 向各大银行收取高

额利息。 美联储的这些举措尽管起

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 但也引发了

诸多质疑。批评人士指出，美联储的

资产购买计划扭曲了正常的金融市

场机制。

美联储从今年开始逐月减少资产

购买的规模，并准备在今年

10

月结束

相关资产购买计划。不过，有分析人士

表示，即使在资产购买计划结束后，美

联储还是会因为持有大量债券而继续

得到利息收入。

按照常例， 美联储将把二季度盈

利中的

268

亿美元上缴给美国财政

部。得益于美联储上缴利润，美国政府

2014

财政年度前十个月的预算赤字

削减至

4600

亿美元。

2007

年以前， 美联储每年平均向

财政部上缴

230

亿美元的盈利。 而在

2007

年， 美联储上缴的利润几乎是此

前的两倍，约为

540

亿美元。 令人吃惊

的是， 此前美国联邦政府穷到面临关

门大吉的时候， 美联储的盈利额却在

逐年增加， 美联储现在算是出手最阔

绰的美国政府机构。

2013

年，美联储向

美国财政部上缴了

777

亿美元利润。

全球股票基金

一周吸金179亿美元

据海外媒体报道， 美银美林最新公布

的报告显示， 截至

8

月

20

日的一周时间

里，全球股票基金流入资金

179

亿美元，创

下自去年

10

月以来的新高。

报告还指出， 全球债券基金同期吸收

了

99

亿美元新资金，是

2

月以来的最大周

净资金流入。其中，高收益率债券基金流入

资金

31

亿美元，为近

6

周以来首次实现净

资金流入。

此外， 数据编撰机构

Dealogic

的报告

显示， 全球债券发行规模创下金融危机后

的最高水平， 今年以来全球企业和银行发

行了

2.74

万亿美元债券，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

6%

。 其中，欧洲发行的债券规模同比增

长

11%

，达到

1.4

万亿美元。

（吴家明）

金融界股价创5年新高

突遭做空机构香橼看空

3

天股价翻一倍， 在美上市的金融界

股价上周连续大涨， 并创下近

5

年来的新

高。不过，做空机构香橼随后发布看空金融

界的报告，一度让金融界的涨幅缩窄。

上周一，金融界、证券之星联手中信

证券推出“证券通”。 据悉，“证券通”是一

款基于网络的独立证券交易平台，该服务

首次实现了从资讯解读、在线开户到实盘

交易的深度整合。 在这一消息的刺激下，

金融界的股价在

3

天内翻倍， 涨幅达到

106%

， 从不到

4.5

美元一路涨至

9.17

美

元，创下近

5

年以来的新高。 消息也迅速

传导至

A

股市场，互联网金融概念也遭到

市场热炒。

而在上周四，金融界的股价继续上涨，

一度涨至

11.8

美元。 不过，做空机构香橼

却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 金融界上线的

在线交易平台“证券通”是中国首个网络交

易产品的说法并不准确。另外，金融界盈利

宝的竞争对手有阿里巴巴、 腾讯以及百度

的产品，这些公司的资源更为丰富。言下之

意，金融界产品并不具有核心竞争力，股价

被高估。 受此影响，金融界的股价在

21

日

美股交易时段剧烈波动， 涨幅从最高的

30%

回落至

6%

。 但在上周五，金融界的股

价再度上涨近

5%

， 最终报收

10.29

美元。

对于香橼的做空，有国内“炒美族”认为，发

一条推特也叫“做空”，社交网络的力量不

可小觑。

（吴家明）

世卫组织本周出台应对

埃博拉疫情战略计划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

22

日

宣布， 世界卫生组织将于本周出台一个应

对埃博拉疫情战略计划。

迪雅里克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世卫组织正在草拟一

个为期

６

个月至

９

个月的战略计划， 以应

对埃博拉疫情。他介绍说，该计划是一份行

动方案， 将提出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具体策

略，预计本周初正式出台。

（据新华社电）

瑞士私人银行首度披露财务数据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数百年来，银行账户保密制度

一直是瑞士招揽客户最重要的“法

宝”。 据海外媒体报道，瑞士两家规

模最大的私人银行准备对外披露

财务状况。 在此前长达

200

年的时

间里，这两家银行对财务数据秘而

不宣。

据悉， 成立于

1796

年的瑞士

Lombard Odier & Cie

银行预定在

8

月

28

日公布财务数据，瑞士第三

大私人银行

Pictet & Cie

也准备在

本月披露财务数据。 受海外监管机

构的压力， 今年

1

月这两家银行放

弃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保密制度，被

要求公开发布财报。市场人士预计，

这两家银行为全球客户打理的私人

财富规模达到

6300

亿美元。瑞士咨

询公司

Helvea SA

分析师蒂姆表

示， 整个瑞士私人银行业和曾经享

誉世界的保密制度已被打破， 瑞士

银行业的大环境已经改变， 这两家银

行也最先尝试“改变”。

瑞士银行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银

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瑞士银行一直

坚持为储户永久保密的原则。 欧洲的

富人们本来就愿意把金银财宝放在这

个地方，加之瑞士人善于理财，又极守

信誉， 所以使得瑞士的银行业很快就

发展起来。在银行保密制度下，来自全

世界的巨额资产纷纷流向瑞士。不过，

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也为洗钱行为和

恐怖分子设立黑账户大开方便之门，

瑞士也正因为保密制度缺乏透明度、

涉嫌帮助客户逃税而饱受外界诟病。

而在今年

5

月， 瑞士已对外承诺将向

其他国家交出外国人银行账户的详细

资料， 这标志着素有全球最大离岸金

融中心之称的瑞士未来可能将失去作

为避税天堂的光环。

此前，因协助美国客户逃税，瑞士

历史最为悠久 、 成立

270

多年的

Wegelin& Co

私人银行在遭到美国巨

额罚金后倒闭， 令整个瑞士银行业震

惊。 为了避免被美国司法部指控，多达

106

家瑞士银行将主动说出他们是如

何帮助客户从美国税务系统中偷逃税

款， 并将向美国提交美国公民的离岸

账户信息。有消息指出，美国司法部正

在调查

12

家瑞士的银行，

Pictet &

Cie

银行就是其中之一。

截至目前，瑞士总共管理着

2.2

万

亿美元的离岸资产， 瑞士银行的存款

也占全球总储蓄额的

1/3

。

市场普遍预期耶伦将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带来明显偏向“鸽派” 的讲话，但耶伦最终的讲话却偏向中立和谨慎。 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