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主编：王安平 编辑：王昭丞 2018 年 6 月 20 日 星期三

Tel

：(0755)83514124

Overview

综合

全球市场避险情绪高涨：

抛售风暴席卷亚洲新兴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欧美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持

续， 叠加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的

影响，全球市场避险情绪高涨。 与此同

时，新兴市场抛售潮继续蔓延，始于南

美的“蝴蝶效应”已经开始溢出到亚洲

市场。

美欧央行齐“收水”

最近，众多风险事件堆积，全球金融

市场也再次出现动荡。

就在上周， 美联储不出意外地进行

了今年内第二次加息， 将联邦基金利率

目标区间上调至

1.75%

至

2%

。 与此同

时， 点阵图显示今年美联储的加息次数

由此前的

3

次升至

4

次。 欧洲央行也宣

布结束规模达

2.4

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

刺激计划， 将在年底为这一历史性计划

画上句号。

在众多分析人士看来， 自金融危机

以来一直支撑证券市场的全球各大央行

如今正在“撤退”，回归常态就其本质而

言， 意味着证券市场必须靠自己的力量

来支撑自己。

美欧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持续进

行，全球性“收水”成为统一趋势，叠加全

球贸易争端不断，市场避险情绪高涨。其

实， 贸易战就是一把双刃剑。 巴克莱警

告， 若美国与所有贸易伙伴在各个行业

开打贸易战， 标普

500

指数成分股包含

的公司

2018

年每股盈余将下降

11%

，

特朗普税改带来的正面影响将被完全抵

消。 就在

19

日美股盘前交易时段，道指

期货、标普

500

期货、纳指期货的跌幅都

超过

1%

。

19

日，亚太股市全线下跌，日本股

市日经

225

指数下跌

1.8%

至

22278.48

点， 韩国首尔综指低开低走， 跌幅接近

1.5%

。 中国香港恒生指数收盘下跌

2.78%

至

29468.15

点， 创近

4

个多月来

最大单日跌幅。 至此，香港恒生指数回

吐今年所有涨幅。 欧洲股市全线低开，

欧洲

STOXX 600

指数低开

0.6%

，意大

利富时

MIB

指数、 法国

CAC 40

指数、

西班牙

IBEX

指数和德国

DAX

指数开

盘下跌超过

1.2%

。 传统避险资产日元、

黄金、国债价格上涨，在岸人民币兑美

元跌破

6.47

关口， 刷新

1

月

12

日以来

的新低，美元指数则继续走高，再度突

破

95

水平。

对冲基金界的投资传奇

Paul Tudor

Jones

似乎对全球金融市场越发悲观，这

位曾成功预言

1987

年股灾的传奇对冲

基金经理认为， 在当年爆发金融危机期

间，多数央行拥有很大的货币宽松空间，

政府也有大的灵活性来推出刺激性财政

政策。然而时至今日，多数央行的货币与

财政政策的可选项却已经不多， 灵活度

也非常有限。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

行动将导致整个利率环境大变， 继而影

响资产价格。

新兴市场大火烧到亚洲

全球股市下跌， 明晟新兴市场指数

也已跌入技术盘整区间。 此外，

MSCI

新

兴市场货币指数

4

月中下旬以来已累计

下跌

2.8%

，为

2016

年

11

月以来最大的

两个月跌幅。如今，资本加速逃离新兴市

场， 连经济增长前景和债务情况较好的

亚洲经济体也未能免受影响。

据彭博统计的数据， 今年以来投资

者从印度、印尼、菲律宾、韩国、泰国等国

家的股票市场撤出资金已经达到

190

亿

美元，创下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快资

金外逃速度。

摩根大通日本以外亚洲股市研究主

管

James Sullivan

表示，新兴市场还没有

为美联储连续加息做好充分准备， 目前

的市场价格仍然只反映了未来一年内约

2/3

的美联储加息影响。美联储似乎也没

有“过多关心”新兴市场危机。

6

月的货

币政策会议声明仅仅轻巧地将经济前景

面临的风险描述为“大致均衡”。 在会后

的发布会中，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将绝

大部分内容用于置评经济现况， 并未提

及新兴市场国家近期出现的风险。 不仅

是新兴市场， 贸易关税和欧洲政治风波

在发布会中也鲜有出现。

从新兴市场国家来看， 今年以来美

元的走强使得多个新兴国家货币呈多米

诺骨牌式贬值。 真正的新兴市场风暴始

于今年二季度，以阿根廷、土耳其、巴西

等国的货币暴跌、股债重挫为代表。阿根

廷在

3

月

1

日至

4

月

27

日期间卖出

80

亿美元外储以阻止比索下跌， 占该国外

储总规模的近

15%

。 与此同时，阿根廷

已经将指标利率调升至

40%

， 同时与

IMF

达成

500

亿美元融资协议。 阿根廷

央行还多次卖出美元，并通过直接干预、

改变银行准备金规则希望借此推动比索

的反弹。 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在报告中表

示，阿根廷的危机根源很深，宏观经济政

策上的改变不足以为阿根廷指出一条可

持续的全面经济发展路线。

只是， 阿根廷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

子， 但任何一个新兴市场国家都应该做

足应对准备。

提高起征点减负

并非个税改革主要目的

证券时报记者 易永英

个税改革有动静了， 其中最

受关注的举措是个税起征点的提

高，由原来的每月 3500 元提高到

每月 5000 元（每年 6 万元）。 消

息一出， 有人欢呼纳税负担将会

显著减轻， 也有人认为起征点上

调幅度还远远不够。实际上，在现

行税制下， 提高起征点并非个税

改革的主要目的， 个税改革包含

更多比起征点更重要的内容。

个税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

近年来调整过 3 次，分别在 2006

年、2008 年和 2011 年，扣除额从

每月 800 元提至每月 2000 元，再

到每月 3500 元。实际上每次都是

围绕提高起征点在改革， 如此改

革并不全面。 个税有个非常重要

的作用是调节收入差距， 实现收

入分配的公平。 如果仅围绕起征

点来改革，这个作用就很难实现。

距上一次调整个税起征点时

隔 7 年， 这期间我国个税缴纳逐

年增加。据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

2017 年全国个税收入 11966 亿

元，同比增长 18.6%。 今年前 5 个

月，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 6891 亿

元，同比增长 20.6%，超过了 2013

年全国个税收入的 6531 亿元。财

政部解释称， 个税收入大增主要

是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以及纳税人

数增长带动。因此，个税起征点的

提高是趋势，也是众望所归。

而除了提高起征点， 首次增

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

大病医疗支出、 住房贷款利息和

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 更值

得关注。 毕竟这对于大多数家庭

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针对

纳税人家庭的特殊消费支出专项

附加扣除，更有针对性，扣除更科

学。 专项附加扣除考虑了个人负

担的差异性， 更符合个人所得税

基本原理，有利于税制公平。

另外一大亮点则是工资薪

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

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

合征税。个税的征税模式，在国际

上通常有分类征收与综合征收两

种做法，我国目前实行分类征收，

也就是把不同的收入来源按照不

同的方法来征税， 采用不同的税

率。比如，我国现行个税中，工资、

薪金所得是累进税率，劳务所得、

稿酬所得、 专利权所得是比例税

率。 假如高收入者每月几十万月

薪，按工资、薪金所得要交纳 45%

的个税，但按劳务所得，则只交纳

20%个税。 看似公平的征收方式，

也会产生漏洞与不公平。 国际上

大部分国家通常采用综合征收

模式，就是把大部分的收入并成

一类征税。 这样既简单，又能防

止一些规避行为。 此次个税改革

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方式，

遵循量能课税的原则，使税制更

加公平。

总体来看，此次个税改革，不

论是个税起征点上调， 还是专项

附加扣除等都是在探索社会公平

方面迈出的一大步。 无疑会让大

部分纳税人享受其中带来的便

利，在实现民生改善，保障百姓利

益， 发挥调节功能方面更加凸显

个税的作用。

央行开展2000亿MLF�市场预期政策或现边际放松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央行昨日宣布，为对冲税期高峰、政

府债券发行缴款、 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

素的影响， 同时弥补银行体系中长期流

动性缺口，当日开展逆回购操作

1000

亿

元， 同时开展中期借贷便利（

MLF

）

2000

亿元。

近期由于金融强监管、 去杠杆带来

的金融环境收紧正逐步传导至实体端，

尽管监管当局认为

4

月以来出现的一连

串债市违约事件只是呈 “点状分布”，但

市场预期还是因包括债市“爆雷”、企业

融资难、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一系列负

面消息叠加而恶化。因此，有关政策调整

的呼声也随之四起。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昨日表

示，

2018

年以来，一系列旨在“去杠杆”

的政策叠加导致金融条件收紧幅度超出

预期。 由此，投资增速开始放缓、通胀走

弱，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现金流也出现了

一些边际压力。 同时，考虑到贸易战升

温的背景下外需也可能有一定“变数”，

预计目前货币紧缩的节奏不具备可持

续性。

梁红预计， 今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在

边际上有所放松， 回归去年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稳健中性”的初衷。具体而言，预

计不再有年内上调基准利率的预期。 同

时， 今年央行也可能不再上调其公开市

场操作利率。此外，预计今年还将有两次

降准（虽然名义上可能仍为“定向”）、每

次

100

个基点，而与

4

月那次类似，部分

降准释放的流动性可能用于置换到期的

公开市场操作工具。

不过，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

委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下半年央行

货币政策是否会出现调整可能主要取

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和结果，

但从目前来看，断言中美贸易摩擦会对

中国经济产生不利结果为时尚早，毕竟

当今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已经非常紧

密，任何一方要“断腕”都需要非常大

的决心。

至于去杠杆的进程是否会因中美贸

易摩擦而受阻，鲁政委认为可能性不大。

他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当前更需要把

国内的事情做好， 但在去杠杆的节奏上

可以平和些。

“实际上，上周央行未跟随美联储

加息而上调逆回购利率， 这也说明央

行政策微调的趋势已基本得到市场的

确认。 这是当下经济运行环境下的政

策选择， 但并不意味着偏离了稳健中

性的轨道，大幅宽松依旧难期。 ”鲁政

委说。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也认为，

货币政策仍将保持稳健中性， 但强调预

调微调， 预计将会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组合运用， 结构性货币政策会加大对经

济薄弱领域的发力； 央行仍强调流动性

的合理稳定， 预计下半年还会有定向降

准空间。

此外， 除了货币政策可能边际调整

外，财政政策同样有望边际放松。梁红认

为， 预期下半年财政政策相比上半年有

所宽松。 随着增值税和进口关税下调的

减税效果逐步显现， 财政收入增速可能

有所放缓；同时，由于

1~5

月财政支出的

节奏明显滞后于年初的预算安排， 支出

在下半年有加速的空间。由此，预计财政

存款增速有望放缓。

翟超/制图

中国老挝资本市场

合作对接会成功举行

� � � �昨日，“中老资本市场合作对

接会”在深圳成功举行。本次活动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和老挝证券交

易所联合主办， 由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运营的跨境项目信息服

务“燧石星火”（

V-Next

）平台承

办， 旨在进一步深化我国投资者

及企业对老挝经济社会发展环

境的认识，通过路演推介老挝优

质特色企业，围绕“一带一路”建

设，推动中老优质产业和资本深

度融合。

本次路演重点介绍了老挝当

地的投资环境， 汇集来自老挝证

券交易所的

7

家涵盖外贸、电力、

石油、电信、家具、水泥、租赁等行

业的特色上市及拟上市企业，以

“现场路演

+

网络转播”的方式，现

场集中对接近

60

家中国企业及

专业投资机构，并在网上向

4000

余家投资机构进行专题展示。

中老两国资本市场已有良好

的合作基础。

2017

年

8

月，深交

所于老挝万象成功举办了 “中老

跨境资本服务机制启动仪式暨企

业路演对接会”，并通过“燧石星

火” 平台向中国投资机构专题展

示

4

个老挝特色项目。

2017

年

12

月， 深交所与老挝证券交易所签

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双方一致认

为有必要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关

系，通过信息共享、人员交流、经

验分享和人员培训与互访等多

渠道多形式深化中老资本市场

合作。

据介绍，“燧石星火” 平台目

前已在英国、韩国、印度、柬埔寨、

老挝、巴基斯坦、越南、菲律宾、南

非、 德国、 加拿大等多个国家落

地， 为境内外市场参与者提供一

站式跨境投融资服务， 推动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发达市

场间优质产业与资本融合。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燧石星火”平台将结合深交

所市场建设经验， 进一步规范平

台运行机制， 优化技术能力，强

化风险防范， 打造具有公信力、

权威性的跨境投融资对接平台。

与境内外金融机构合作，共享资

源渠道，构建合作网络，不断扩

大平台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从更

深层次、更大范围全力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 （吴少龙）

国内首口“深井王” 投产

为西气东输增气

� � � � 我国陆上首口井深超过

８０００

米的天然气生产井———克

深

９０２

井近日投产， 日输天然气

达到

４０

万立方米，为西气东输增

添了新气源。

据介绍， 克深

９０２

井位于新

疆拜城县境内， 是目前我国陆上

投产的第一口最深天然气生产

井。 这口井投产将推动塔里木超

深层油气资源开发， 对塔里木油

田

３００

亿立方米大气区建设、保

障我国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库车油气开发部气藏工程部主任

王胜军表示， 克深

９０２

井是目前

塔里木盆地最深的一口井， 完钻

井深达到

８０３８

米，是天然气井中

的“深井王”。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