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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点

美2月住宅建筑商信心指数下滑

匈牙利看好马其顿市场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刘键报道：近日，匈牙利马其顿

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在布达佩斯召开，匈牙利国务秘书彼
得表示，匈牙利与马其顿的贸易关系正在迅速发展，去年两
国贸易额达到 1.2 亿欧元。两国之间合作的主要领域在能
源工业、交通、农业和旅游业。

彼得指出，加强在巴尔干西部投资是匈牙利经济向东
开放政策的重点。匈牙利电力公司将积极参与马其顿电力
系统公司能源系统管理及维护的竞争招标。他表示，基建
投资将在 2014 年计划的框架内实施。匈牙利进出口银行
已经与马其顿合作伙伴就有关 10 亿欧元的信贷额度问题
开始谈判。根据匈牙利投资贸易机构统计，2011 年匈牙利
向马其顿的出口额增至 1.055亿欧元，同比增加 2.4％。

参加今年 1 月货币政策会议的美联储
高官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各说各话，依然分
歧明显，不安情绪上升。鉴于内部分歧巨大，
美联储表示，将在3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上，
对政策沟通效果作进一步评估，并继续密切
关注资产收购的成本状况。数位美联储政策
制定者在此次会议上表示，可能需要在就业
市场明显改善前就缩减或者停止量化宽松政
策。市场人士认为，美联储撤除当前大规模资
产收购措施的进度可能快于此前预测。

受美联储可能放缓或者停止量化宽松
政策这一消息影响，当地时间 20 日，道琼
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跌 108.13 点，降
至 13927.54 点，跌幅 0.8%，创 2 月 4 日以
来最大单日点数跌幅；标准普尔 500 指数
跌 18.99 点，降至 1511.95 点，跌幅 1.2%，
创去年 11 月以来最大跌幅；纳斯达克综合
指 数 跌 49.19 点 ，降 至 3164.41 点 ，跌 幅
1.5%。美元指数当天大幅攀升至 81.00 关
口上方，一度触及 81.12 的高位，为去年 11
月底来最高，非美币种延续此前跌势，欧元
兑美元汇率则重挫至 1.3300下方。

由于市场对美联储量化宽松预期减
弱，加之美元走强利空黄金交易，纽约商品
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 20 日继续下挫，收盘
价每盎司跌破 1600 美元关口。当天，纽约
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 4
月交割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 1578 美元，比
前一交易日下跌 26.2 美元，跌幅为 1.63%。
国际油价也是应声大跌，纽约油价降至今
年 1 月 16 日以来最低点，纽约商品交易所
3 月交货轻质原油期价大跌 2.20 美元，收
于每桶 94.46 美元，跌幅为 2.28%；3 月期
货当天交易结束后到期，交易更为活跃的
4 月期货下跌 1.88 美元，收于每桶 95.22 美
元。4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油价则下跌

1.92 美元，收于每桶 115.60 美元，跌幅为
1.63%。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这份会议纪要显
示出，美联储官员对每月 850 亿美元的资
产购买方案所带来的成本和风险的担忧情
绪明显上升，美联储面临近年来少有的内
部分歧，对进一步购买资产所带来的潜在
成本和风险的关切程度有所提高。有专家
认为，美联储应该根据该方案的政策效果
调整资产购买的步伐，有分析人士建议，美
联储应该对资产购买计划和购买规模“一
事一议”、“有会必议”，也有人认为美联储
应该向市场承诺出售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 MBS 的时间不会早于市场目前的预

期，有人认为，过早减少或停止购买资产可
能会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 EisnerAmper 会计师事务所合
伙人、投资管理部主席史毕诗（Timothy
P. Speiss）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
联储是否提前撤除资产购买措施目前并无
明确答案，总体而言，美国经济继续走向复
苏，如果美联储结束债券购买计划，这可能
是最重要的原因。目前，通胀依然温和，能
源成本逐步下降，住宅市场正在复苏，弱势
美元有助于美国制造业和出口，而超低利
率可望维持到 2014年。道琼斯股指虽然在
美联储公布 1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的当天
下跌 108 点，仍然比 1 年前高出 8%。考虑
到美联储的政策行动和美国国会将在 3 月
1 日启动本财年（截至 2013 年 9 月底）大约
850 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削减计划，投资者
正在估算未来数周的市场波动率。美联储
主席伯南克将在下周向参议院金融委员会
作半年一次的“致国会货币政策报告”，届
时可能就未来货币政策走向透露更多内部
观点，市场将会予以密切关注。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日前公布的今年1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

示，尽管大多数美联储高层肯定资产购买计划对于缓解金融市场压力和刺激经济

活动发挥了作用，但是多位美联储高层担心目前正在进行的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

可能加大通胀压力，并且使得美联储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时面对艰巨挑战，最终

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

美量化宽松政策或存变数

□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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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公司去年全球销售上升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杜邦公司日前发布2012年第四

季度及全年财报。2012年全年销售额为348亿美元，较去年增
长3%，其中在新兴市场的增长幅度为6%。杜邦公司2012年
第四季度由持续经营活动产生的每股收益为0.11美元，全年平
均每股收益3.33美元。公司2012年财报显示，去除重大项目
外，杜邦在 2012年全年由持续经营活动产生的每股收益为
3.33美元，其中汇率因素造成了每股0.27美元的收益损失。

30.6%

韩国短期外债比例降至新低
本报讯 记者顾金俊报道：据韩国央行日前公布的

《国际投资对照表》显示，截至 2012 年底，韩国的短期外债
余额为 1267 亿美元，较前年减少了 107 亿美元。短期外
债占外债总额的比例为 30.6%，创下 13 年以来的最低
点。韩国央行的统计显示，2012 年底韩国的对外债权余
额为 5359 亿美元，对外债务余额为 4134 亿美元，二者相
抵后的对外纯债权规模为 1225 亿美元，是 2006 年以后的
最高水平。韩央行有关人士称，短期外债比例降至新低
意味着韩国的债务安全性得到进一步提高，这说明金融
危机后韩国采取的限制外汇投机、维护金融安全的政策
措施已经见效。另据韩国央行统计，2012 年韩元对美元
升值幅度为 7.7%。

投资德国助力中国产业升级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总经

理邦斯日前提出，中国企业面临产业升级的问题，需要先进
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化的支持，使其更具国际竞争力。因此
面对升级问题，投资德国会给中国企业带来很多益处。

据悉，2012 年，德国在中国的投资为 14.7 亿美元，同年
中国在德的投资也达到这个数字。这是首次中国与德国之
间的投资金额相当。邦斯认为，中国企业在全球树立品牌
形象是个长期过程。中国企业可通过“德国制造”的品牌开
拓国际市场。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日前在欧洲议会听证会作证时

表示，尽管有迹象表明欧元区银行借贷市场正出现缓慢

复苏，但是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前景暗淡影响到银行的盈

利和资金水平，欧元区成员国银行业仍存在一定的资金

风险。德拉吉之所以公开担忧欧元区银行风险，一方面

是希望引起人们关注欧元区银行业面临的潜在风险，另

一方面也是呼吁欧元区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弱和消除

银行业面临的潜在风险。

欧元区银行业风险是过去多年积累下来的，欧洲主

权债务危机不断恶化加大了欧元区银行业的潜在风险。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欧元区银

行目前持有的不良贷款总额高达 9180 亿欧元，约占贷款

总额的 7.6%。意大利银行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在贷款

总额中所占比例） 高达 10.2%。西班牙的银行在本国房

地产业繁荣时期发放了大量贷款。随着西班牙房地产泡

沫的破裂，西班牙银行的不少贷款如今已经变成了呆账

坏账。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 11 月，西班牙银行业不

良资产总额增加到 1910 亿欧元，不良贷款率从 10 月的

11.2%上升至 11.4%。分析人士担心，鉴于西班牙经济持

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西班牙银行今后的不良贷款

率可能还会继续上升。西班牙和意大利银行不良贷款率

不断创下新高，可能会重新引发资本市场上本已逐渐缓

解的恐慌情绪。

不难看出，银行业风险仍是欧元区的软肋，弄不好可

能会影响到欧洲甚至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表的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称，

欧元区金融稳定风险依然存在，特别是欧元区银行进一步

去杠杆化将会促使银行缩减资产。到 2013 年底，欧盟 58

家大型银行可能通过出售证券和非核心资产等方式将资产

负债表缩减2万亿欧元，约占资产总额的7%。欧元区银行

业大规模削减资产组合可能会给欧洲甚至全球范围的资产

价格、信贷供应和经济发展带来破坏性影响。

为降低和消除欧元区银行业风险，欧盟在过去一年

中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允许

欧洲稳定机制(ESM)为欧元区问题银行进行资本重组直

接注资和筹建欧洲银行业联盟。不过，上述两大政策措

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仅遇到了技术层面的障碍，而且

也遭到了欧元区成员国的异议甚至反对。相关政策措施

因此难以如期落实。

欧洲稳定机制为欧元区问题银行进行资本重组直接

注资，这是欧元区去年为遏制欧债务危机而提出的重大

举措。欧盟高官称赞此举有助于打破欧洲银行债务与政

府主权债务之间的恶性循环。然而，欧元区成员国在是

否应让欧洲稳定机制承担起向欧元区问题银行注资的全

部责任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希腊、葡萄牙等欧元区

边缘成员国提出，欧洲稳定机制应当承担起向欧元区问

题银行注资的全部责任。但德国等欧元区核心成员国则

坚持认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至少应继续承担本国银行

进行资本重组的部分资金责任 （如成员国政府出资占欧

洲稳定机制出资的 5%至 30%），并确保最终能偿还欧洲

稳定机制向问题银行的注资。双方意见分歧导致欧洲稳

定机制向欧元区问题银行直接注资的计划搁浅。

欧洲银行业联盟计划包括组建欧元区单一银行业监

管机构、建立欧盟共同的存款保证计划和设立旨在帮助

解决银行坏账呆账的救助基金。不过，欧元区建立银行

业联盟虽有助于切断欧元区问题银行与政府债务之间的

恶性循环，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将面临不少障碍和困

难。欧元区建立银行业联盟要求成员国向欧盟让渡部分

监管权力，建立共同的银行破产程序监管机构和共同的银

行破产基金等。所有这些措施都会涉及到欧元区成员国的

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欧元区成员国最终是否愿意为其他

成员国而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向欧盟让渡部分主权，

这将直接影响到欧元区建立银行业联盟的进程。

消除银行业风险仍是欧元区要务

据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电 美 国 全 国 住 宅 建 筑 商 协 会
（NAHB）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2 月份美国住宅建筑
商信心指数 10 个月来首次出现环比下降，表明美国房地产
市场复苏仍面临不少阻力。

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美国住宅建筑商信心指数下滑1点
至46，低于经济学家平均预期的48，为去年4月份以来首次出
现环比下滑，但仍然保持在2006年5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该协会主席里克·贾德森认为，过去4个月住宅建筑商信
心指数窄幅波动，部分是由于就业改善前景和消费者获得抵
押信贷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也反映出建筑商对建筑材料成
本上升和某些地方新房开工加快但缺乏建筑工人的担忧。

据新华社东京电 日本财务省公布的速报值显示，1
月份日本贸易收支出现 1.6294 万亿日元（约合 174 亿美
元）逆差，创 1979年 1月有比较统计以来单月最大逆差额。

这是日本连续 7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数据显示，1月份
日本出口额为 4.7992 万亿日元（约合 512.2 亿美元），同比
增 长 6.4% ，是 8 个 月 来 首 次 出 现 出 口 增 长 ；进 口 额 为
6.4286万亿日元（约合 686.1亿美元），同比增 7.3%。

统计显示，1 月份日本出口增幅明显的商品包括汽车
及零部件、有机化合物、非铁金属等；进口增幅明显的主要
为石油制品、液化天然气、原油等能源相关商品。

□ 严恒元

本报塔什干电 记者李垂发报道：据乌
兹别克斯坦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资料，2012
年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继续保持增长，外
贸总额同比增长0.9%，达到262.87亿美元，
其中出口为142.59亿美元，同比下降5.1%，
进口为120.28亿美元，同比增长9%。贸易
顺差为22.31亿美元。其中，中国继续保持
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在乌兹别克斯坦最新公布的2012年主
要贸易伙伴国排行榜中，俄罗斯仍居第一，两
国贸易额为76.2亿美元，占乌对外贸易总额的
29%。中国名列第二，双边贸易额达到32.3亿
美元，占乌对外开放贸易总额的12.3%。哈萨
克斯坦居第三位，双边贸易额为26.8亿美元，

占乌对外贸易总额的10.2%。韩国为第四位，
两国贸易额达到23.1亿美元，占乌对外贸易总
额的8.8%。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的贸易额并
不大，2012年仅为2.63亿美元，占乌对外贸易
总额的1%，其中乌向美国出口为4980万美
元，乌从美国进口为2.137亿美元。

从 2012 年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结构

看，出口仍以资源和原材料为主。能源资源
出口所占比重从上年的 19.8%上升到了
2012 年的 35.3%。劳务出口所占比重从
11.7%上升到了 16.2%，棉花出口所占比重
为8.8%，比上年略有上升。机器设备出口比
重略有下降，为6.4%。为促进外贸进口结构
合理化，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鼓励多进口机器

设备、配件和原材料，少进口食品、消费品和
制成品，以适应国内加强技术改造和经济现
代化、保护和发展国内生产的需要。近年来
乌进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机器设备在进口
中的比重逐渐上升，2012年达到45.4%，食
品和消费品进口比重在不断下降，其所占比
重下降到10%以下。

乌兹别克公布去年外贸数据
中国继续保持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

本报河内电 记者赵青报道:根据越
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统计，2013 年 1 月
份，越南农林水产出口额达 21.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9.7%。其中，农产和林产出口
均猛增 46%。

在这些出口商品中，大米和咖啡表现
最为突出。1 月份越南大米出口额 2.59 亿
美元，同比增长达 76.4%，出口量 53.4 万
吨。其中，中国市场成为推动越南大米出
口猛增的主要力量，越南 1 月份出口的大
米绝大部分都进入了中国市场，使年初预
计非常困难的大米出口形势完全逆转。根
据预测，1 季度越南大米出口市场仍然主
要为中国，其他市场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等
要到 2季度才会开始进口大米。

咖啡出口增速同样迅猛。越南 1 月份
出口咖啡 19.1 万吨，金额达 3.8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70%。这主要得益于其两大出
口市场美国（占其出口份额的 12.51%）和
德国（占其出口份额的 11.63%）进口量的
大幅增加。此外，越南胡椒、腰果、茶叶出
口额在 1 月份也增长很快，出口额分别为
4000 万美元、8800 万美元和 1600 万美
元，增幅分别为 65.1%、17.9%和 16.4%。

不过，越南橡胶出口并不理想，由于价
格明显低于去年，尽管 1 月份出口量同比
增长 8.8%，但出口额下降了 5%。

越南农林水产
出口数额大增

2 月 21 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由于罢工造成部分公共交通服务中断，一些三轮车司机在火车站等候顾客。由于经济下滑、通

胀持续等原因，印度 11 个全国性行业工会组织 20 日开始为期两天的全国性大罢工，导致包括首都新德里和金融中心孟买等多个

大城市的银行业和公共交通服务中断。 新华社发

2 月 20 日，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特别首脑会议在哥斯达

黎加首都圣何塞开幕，会议强调一体化体系机构改革的紧

迫性。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