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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市场上周经历了一场剧烈
波动，股市全线下跌，美元与油价下滑，投
资者撤离高风险资产，转投相对安全的美
国国债、黄金，导致美国国债十年收益率
下跌，金价上涨。市场分析人士认为，金
融动荡显示投资者对世界经济增长放缓
的忧虑情绪加深。

美国股市上周一路下跌，虽然周五
反弹，但上周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
500 指数均下跌了 1%，本月跌幅分别为
3.9%和 4.3%。美国股市大跌也引发了全
球股市动荡。同时，投资者因对世界经
济放缓的担忧进一步升温，纷纷转向避
险资产。自美联储去年 5 月开始提及缩
减货币刺激措施以来，美国十年期国债
收益率上周首次跌至 2%以下。

受对全球经济形势的担忧和股市下
挫影响，金价在上周三大涨至一个月高
位，纽约商交所交投最为活跃的 12 月黄
金期货合约价格收盘涨 10.50美元至每盎

司 1244.80 美元，涨幅 0.9%。银价紧追
黄金涨势，攀升至每盎司 17.464 美元，
涨幅 0.4%。

在外汇市场上，美元汇价因全球经济
放缓波及美国经济走势、市场预测美联储
可能推迟加息、投资者抛售股票转投美国
国债、黄金等避险资产影响而一度走低。
上周三，美元指数盘中大跌 1.67%，创下
15 个月最大日跌幅，欧元、日元等非美货
币集体对美元出现了 1%以上涨幅。

国际油价在上周也大幅下跌，纽约商
交所 11 月原油期货结算价跌 3.9 美元至
每桶 81.84 美元，跌幅 4.6%，创 2012 年 6
月 28 日以来最低水平，同时创近两年来
最大单日跌幅。ICE 期货交易所，布伦特
原油期货结算价跌 3.85 美元至每桶 85.04
美元，跌幅 4.3%，结算价创 2010 年 11 月
23 日以来最低水平，同时创 2011 年 9 月
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本次市场波动背

后潜伏着通货紧缩的阴影。2008 年国际
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者担心经济衰退，
全球主要央行近年来使用了多种宽松货
币政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股市低迷、
国债收益率下滑、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表
明，通缩风险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欧洲和
日本。目前，欧洲与日本的政策决策者都
在面对十分缓慢的经济增长问题。

日前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亚欧首脑
会议也表达了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担
忧。与会者认为，全球经济处于渐进却
不平衡的复苏中，下行风险犹存。与会
各国领导人认为，全球经济前景在逐步
增强，但并不均衡；亚洲经济显示出较
为强劲的复苏，但是欧洲的经济增长前
景令市场忧虑。法国总统奥朗德日前声
称，欧洲经济陷入了停滞，并呼吁欧盟
领导人就某种重振计划达成一致。意大
利总理伦齐也警告称，如果欧洲不解决
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挑战，那么该地区的

危机可能卷土重来。不过，国际货币基
金 组 织 （IMF） 总 裁 拉 加 德 上 周 五 表
示，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忧虑过度。

上周五，美国股市与美元均出现反
弹，被市场分析人士解读为投资者正对美
国经济复苏重新树立信心。美国商务部
最新数据显示，9 月份美国新房开工量环
比大幅反弹；美国 10 月份密歇根大学消
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86.4，连续 4 个月走
高，且创下 2007 年 7 月以来的高位。另
外，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中的能源类股指事
实上一直处于上升区间。

虽然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增强，但是美国仍然密切关注德国等国家
的经常账户盈余以及欧洲和日本通缩风
险。美国方面担心，海外经济颓势加上美
元走强，可能会给近来呈现加速复苏迹象
的美国经济构成拖累，并认为，如果美国
只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惟一驱动力，其自
身的复苏势头则将难以持续。

市场对全球增长前景忧虑过度？
□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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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9 月份工业产出上涨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联储日前公

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9 月份包括制造业、采矿业、电力
和天然气公共事业等在内的整体工业产出环比上涨
1.0%，大幅超出市场预期的 0.4%，创 2012 年 11 月以
来最大增幅，主要原因是公共设备产出飙升以及制造
业产出大幅反弹。

数据显示，美国 9月份制造业产出环比增长 0.5%，
制造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 75%左右。美国 9 月份总体
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9.3%，创2008年6月以来新高。

83.46美元/桶

欧佩克周平均油价下跌
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谢飞报道：根据石油输出国

组织（欧佩克）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周欧佩克市场
监督周平均油价报收于 83.46 美元/桶，较前一周大跌
5.10 美元。这是欧佩克周平均油价连续 7 周持续下跌，
跌幅超过 15美元。

上周欧佩克油价曾一度下探至 81.17 美元/桶，虽
然周五有所回调，报收于 83.19美元/桶，但全周仍呈跌
势。至此，欧佩克 10月份月均油价已经下跌至 87.16美
元/桶，较9月份的95.98美元/桶大幅下跌8.82美元。

全球航空市场前景乐观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

TA）日前预测，未来20年内，每年乘飞机出行的人数将
倍增，亚洲将成为成长最迅速的航空市场。

IATA 理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托尼·泰勒指出，当前
全球年飞机乘客数为 33 亿人，预计到 2034 年将达 73
亿人，年均增速为 4.1%。他说，“2014年航空业就业人
口将达 5800 万，年产值为 2400 亿美元”，“20 年后，全
球航空业将发展为一个容纳 10.5 亿人就业、年产值达
6000亿美元的超大行业”。

根据 IATA 数据，中国年飞机乘客数将在 20 年内
由目前的 8560万人升至 13亿人，年均增速为 5.5%，分
别领先全球平均增速和美国年均增速 1.4%和 2.3%。
预计2030年前，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

本报哥本哈根电 记者关晋勇报道：
近日，国际评级公司标准普尔认为芬兰经
济滞胀，人口老龄化增加了芬兰政府平衡
预算和减债的阻力，将芬兰主权评级从
AAA 一步下调至 AA+。目前，欧元区只
剩卢森堡和德国拥有 AAA 评级，这一调
整也让芬兰成为第一个丧失 AAA 级别的
主要北欧国家。

分析认为，目前芬兰最需要解决的问
题是重振制造业这一经济增长引擎。木材
加工业、造纸业和电子产业都曾经是芬兰
的支柱产业，受俄乌局势和诺基亚没落的
影响，这三个产业失去了支撑芬兰经济的
能力。2008 年，芬兰政府债务占 GDP 比
重仅为 33%，预计到 2015 年这一数字将超
过 60%。标普认为，芬兰的工资水平高于
欧元区平均水平，但是劳动生产率水平却
低于平均水平，甚至比西班牙和葡萄牙还
要落后 5年。

芬兰总理亚历山大·斯图伯表示，必须
制订一个可以拯救经济的中期计划。他认
为，最快只要 2 年，最长只需 4 年，芬兰经
济就可以重振并夺回 AAA 评级。

芬兰主权评级

被下调至AA+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

报道：欧盟统计局最新预估数据显
示，今年 8 月份，欧元区对外商品贸
易顺差为 92 亿欧元，远低于上个月
的 216 亿欧元外贸顺差；欧盟对外商
品贸易逆差为 89 亿欧元，而上个月
的外贸顺差为 16 亿欧元。今年 8 月
份，欧元区和欧盟的商品出口环比分
别下降 0.9%和 2.1%，商品进口环比
分别下降 3.1%和 4%。

欧盟能源产品贸易逆差持续减
少，机器和汽车产品贸易顺差不断下

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欧
盟能源产品贸易逆差由去年同期的
2194 亿欧元下降到 2019 亿欧元，机
器和汽车产品贸易顺差由去年同期的
1624亿欧元下降到1493亿欧元。

欧盟对中国的出口继续增加，与
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减少，由去年同
期的 731 亿欧元减少到 725 亿欧元。
欧盟对美贸易顺差继续扩大。今年前
7个月，欧盟与美国的贸易顺差由去年
同期的529亿欧元增加到594亿欧元。
今年前 7 个月，欧盟对中国、韩国和

美国的出口同比增幅分别为 11%、
10%和 5%，对瑞士、俄罗斯和印度的
出口同比降幅分别为 22%、12%和
10%；欧盟从韩国、土耳其、中国和瑞
士的进口同比增幅分别为 12%、7%、
6%和5%，从俄罗斯、挪威和巴西的进
口同比降幅分别为7%、7%和5%。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
欧盟外贸顺差最大的成员国是德国，
外贸顺差为 1245 亿欧元；欧盟外贸
逆差最大的成员国是英国，外贸逆差
为 762亿欧元。

欧盟对外商贸逆差89亿欧元

10 月 20 日，印尼第七任总统佐

科宣誓就职。新政府整体经济政策

虽然尚未揭晓，但自胜选以来，佐科

本人以及新政府筹建团队均已释放

了不少关于“全面推动经济改革”的

清晰信号。

首先，优先发展“建设海洋轴心

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构建

一条“贯穿印尼东西部的超级海上走

廊”、建设 10 个新的“世界级枢纽港”

以完善综合海运系统、发展 100 个

“全国性的渔业交易、存储和加工基

地”、大力发展造船业和海运业等。

其次，加速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综

合服务业。包括建设 5 到 7 个“由爪

哇岛通往全国的工业走廊”、减少自

然资源的出口以“倒逼制造业升级换

代”、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并发展生态

旅游等。

第三，保障以能源和食品为代表

的经济安全。具体措施包括完善油气

行业相关立法并强化执法、改革油气

行业财政激励机制、强化农产品国内

加工能力、修复受损农田灌溉网络等。

第四，逐步改善市场运行环境。

包括惩治腐败、提高政府效能和透明

度、建立“一站式投资服务平台”、缩

短项目行政审批期限、放宽对外国投

资的限制等。

第五，注重社会与经济的协同发

展。拟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法律法

规、优先保障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教

育、加大对边远地区和贫困家庭的转

移支付力度等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不过，上述改革计划也面临不少

困难。位于雅加达的战略和国际问

题研究中心认为，新政府经济改革面

临两大挑战。一是经济发展转型困

难。以往，依靠出口煤炭、橄榄油、橡

胶等高价产品，印尼经济得以快速发

展了数十年。然而，繁荣的市场掩盖

了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

这一“结构性短板”。相较于其他亚

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印尼虽有大量

低成本的劳动力，但制造业在国民经

济 中 的 贡 献 却 持 续 下 降 。 特 别 是

2008 年以来，外部需求震荡强烈冲击

印尼出口市场，印尼的发展模式面临

较大转型压力。二是燃油补贴已成

负担。印尼自 2003 年成为石油净进

口国以来，其规模庞大的燃油补贴已

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严重制约了政

府在生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目前，印尼燃油补贴额接近市场价格

的一半，今年政府拟补贴 2460 兆亿

印尼盾（约合 12533 亿元），高达财政

支出的 13%。

此外，印尼国内有分析人士认

为，印尼改革新政之路还“面临一些

政治羁绊”。支持佐科总统的执政联

盟在国会中未能达到绝对多数，这一

局面一段时期内尚难扭转，如何赢得

国会对其施政理念和改革方案的坚

定支持，将是一场艰难的考验。

尽管存在上述困难，市场却已作

出了积极反应。过去一个多月来，印

尼股市和债市“受改革信号和潜在增

长激励”都显现出了“稳中有进”势

头，亚洲开发银行也于近日发布了对

印尼经济增速的乐观预期。新政府

领导下的“千岛之国”，必将再度引起

世界关注。

印尼改革新政引关注

□ 田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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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纯电动出租车日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投入运营仪式。35

辆比亚迪 e6 型纯电动出租车自两个月前开始在布鲁塞尔投入运营，目前

市场反映良好，受到各方欢迎。图为布鲁塞尔交通大臣帕斯卡尔·斯梅在

试驾比亚迪 e6型纯电动出租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