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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 8 月 2 日，道琼斯指数首次
突 破 22000 点 ，上 涨 52.32 点 ，升 幅 达
0.24%，报 22016.24 点；标普 500 指数上涨
1.22 点，升幅 0.05%，报 2477.57 点；纳斯
达克指数跌 0.29 点，报 6362.65 点。统计
显示，7 月份道琼斯指数累计上涨 2.5%，标

普 500 指数上涨 1.9%，纳斯达克指数累计
上涨 3.4%，其中科技股涨幅最大。从年初
至今，道琼斯指数已上涨 11.14%。

此间有分析称，道琼斯指数连续 6 日
刷新历史纪录，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近期众多大企业财报陆续出炉，利润
超出预期，持续为股市加温。截至上周五，
在已经公布财报的标普 500 成份股当中，
73%的公司销售收入超出预期。大部分上
市公司财报反映了可观的利润增长，显示
出健康的市场趋势，这是道琼斯指数接连
上涨的主要原因。

8 月 1 日股市收盘后，苹果公司宣布，
第三财季净营收为 454.08 亿美元，高于去
年同期的 423.58 亿美元；净利润为 87.17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 77.96 亿美元增长
12%。2 日美国股市一开盘，苹果公司的
佳绩直接带动道琼斯指数创新高。截至目
前，今年苹果公司股价已上涨 38%。波音、
维萨（VISA）等 5 家公司也是推动本次道
琼斯指数上涨的主力军。7 月份波音公司
股票上涨约 21%，维萨公司股票上涨约
7%，贡献了超过 300 点的道指涨幅。高
盛、摩根大通等金融股同样表现出色。

其次，美国经济增速虽低于预期但高
于一季度，有利于稳固投资者信心。美国

商务部 7月 28日发布的二季度经济数据
显示，美国二季度 GDP 年率增长 2.6%，
虽然仍低于预期，但远远高于一季度的
1.2%。消费支出和商业设备开支上升是
推动二季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二季
度消费支出增长 2.8%，高于第一季度的
1.9%；商业设备投资增长了 8.2%，创近
两年来的新高，显示出企业对美国国内
和海外市场的需求乐观。

第三，上半年世界经济总体趋稳，起
到了增强市场信心的作用。欧元区经济
增速已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水
平，为近 10 年来最佳表现。欧盟统计局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
增长 0.6%，同比增长 1.9%。除希腊外，
欧元区成员国已连续 3 个季度保持经济
正增长。日本经历了 2006 年以来持续
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张。据日本政府
统计，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按年率计算
增长 2.2%，连续 5 个季度保持增长。在
金砖国家中，中国和印度经济继续引领
增长，俄罗斯和巴西走出衰退，南非保持
小幅增长。

分析认为，美国上市企业盈利主要
缘于技术升级换代和成本降低。特朗普
政府内部纷争似乎并未影响股市行情，

虽然共和党医保改革计划遭到民主党抵制
连续受挫，但市场仍期待美国政府的其他
经济政策，包括企业减税、加大基础设施支
出等，这些政策将为美国企业今后的发展
提供机会。

自去年 11 月份美国总统大选以来，特
朗普有关减税、增加基础建设开支以及放
松监管的承诺带动了股市上涨。但在特朗
普上台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纷争不断，
迄今为止特朗普仍难以兑现竞选承诺。企
业绩优财报正好填补了特朗普迟迟不能出
台新经济政策所留下的空缺。虽然大多数
公司季度报告预示了美国经济的新一轮增
长，推动美国主要股指迭创新高，但市场对
此看法不一。美银美林全球研究首席投资
策略师哈内特指出，标普 500 指数的上涨
应该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高度同
步。但是近期以来，股市却跑到了美联储
资产负债表前头，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不过，也有分析师持乐观态度。富国
银行理财公司首席投资组合策略师杰考布
森表示，股市价值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糟
糕。从整体而言，这一季度的企业财报很
好，股市上涨的基础是许多公司的盈利超
出预期。事实上，股市仍在作出积极反映，
这表明上涨是有基础面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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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财经智库预测

英国央行最早于明年春季加息

津巴布韦拟发行更多债券货币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表示

美国对俄最新制裁没有意义
新华社莫斯科电 俄罗斯总理梅德

韦杰夫 2 日表示，美国对俄最新制裁没有
意义，新制裁带来一些后果，有关俄与美
新政府改善关系的希望破灭，美对俄发起
全面贸易战。

梅德韦杰夫当天在社交网站脸书上
说，制裁有“无所不包”的性质，如果没有
奇迹发生，那么制裁将持续几十年。

他说，新制裁带来一些后果，首先，有
关俄罗斯与美国新政府改善关系的希望
破灭；其次，美国对俄发起全面贸易战；再
次，特朗普展现了十足的软弱，“以最有失
尊严的方式”将行政权力交给国会。

梅德韦杰夫说，美国的商业利益被置
于一旁，反俄的歇斯底里情绪已成为美国
内政外交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对俄最新
制裁没有意义，俄罗斯能应对这种状况。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司2日在其网站发
布评论说，美国对俄的制裁措施是目光短
浅和危险的，破坏了俄美两国恰恰有责任
维护的稳定。无论何种威胁和企图，都不
能迫使俄罗斯改变自己的路线或牺牲国家
利益。

评论说，互相伤害并非俄罗斯的选
择。在解决地区冲突等对自身和国际安全
有益的领域，俄罗斯对与美国合作持开放

态度，然而，只有美国克服一些错觉，正确
认识周围世界，俄美合作才可能有成果。

俄罗斯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
涅边贾当天在回应特朗普签署制裁法案
时说，俄罗斯不会对制裁屈服，制裁有损
俄美关系，但俄方还会继续与美国合作。

美国会参众两院7月下旬通过了一项
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三国的制裁法案。
除对三国实施制裁外，法案还加入了国会将
拥有限制美国总统解除对俄制裁权力的条
款。8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这项制
裁法案，使之正式生效成为法律。特朗普同
时表示，这项法案“存在严重缺陷”。

南非玉米产量有望创新高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

南非农作物预测委员会日前发布今年第 6
次产量预测报告显示，2017 年南非玉米产
量预计达到 1596.9 万吨，较 6 月份预测数
据高出 2.16%。其中，白玉米产量预计为
950.7 万吨，黄玉米产量为 646.2 万吨。该
委员会表示，本年度玉米产量将创下南非
历史最高水平。

报告指出，去年因厄尔尼诺现象造成
严重的干旱，南非玉米产量下降至 9 年来
最低水平。据统计，2016 年南非玉米产量
仅为 778万吨。

此外，该委员会还发布了今年关于其
他农作物的产量预测，如葵花籽产量约为
82.2 万吨，大豆 134 万吨，花生 9 万吨，高
粱 15.1万吨。

据新华社伦敦电 英国主要财经智库全国经济与
社会研究所 2 日发布报告预测，英国央行最早将于
2018 年一季度加息。报告同时预测，2017 年英国经
济将增长 1.7％，2018年将增长 1.9％。

报告认为，英国通胀水平不断上升，将于今年四季
度达到 3.0％的峰值，2019 年四季度回落到英国央行
设定的 2％的通胀目标。

该机构总监贾格吉特·查达说，英国央行未来上调
基准利率不应被看为货币政策紧缩，而应被视为去年

“脱欧”公投之后额外刺激措施的逐渐退出。
英国全国经济与社会研究所成立于 1938 年，其季

度宏观经济预测数据是英国和欧洲央行调整货币政策
的重要依据。

据新华社哈拉雷电 津巴布韦储备银行（中央银
行）行长约翰·曼古迪亚 2 日表示，该行正与非洲进出
口银行协商，计划增加 3 亿美元担保额度，以发行更多
债券货币，缓解国内现金紧缺局面。

曼古迪亚当天向议会作年中货币政策报告时表
示，这些债券货币将主要用于鼓励产品出口以增加外汇
收入。

据曼古迪亚介绍，截至今年 6 月，津储行已发行金
额达 1.75 亿美元的债券货币和 2500 万美元的债券硬
币，之前非洲进出口银行提供的2亿美元担保额度已经
用完。他表示，向出口商支付债券货币已对津出口产生
积极效果，今年上半年津出口额同比增长14％。

为鼓励出口、遏制外币流出并保障流动性，从去
年 11 月起，津储行先后发行了 2 元、5 元面额的债券
纸币和 1 元面额的债券硬币，与美元等值并共同在津
境内流通。但自债券货币发行以来，津境内现金短
缺的状况并未得到缓解。许多银行都下调了每日取
现额度，这迫使人们每天在银行前排起长队等待提
取美元现金。

上半年乌航旅客运输量保持增长
本报塔什干电 记者李遥远报道：乌兹别克斯坦

国家航空公司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上半
年乌航旅客运输量达 122.7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 4.3%。

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乌航累计执行航班 11160
班次，同比增长 489 班次，客座率达 75.9%；货运量达
2.48万吨（含付费行李和邮件），同比增长 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