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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反复“抱怨”现行货币政策
在中美经贸摩擦中对美国不利的美国总
统特朗普加紧了攻势，接二连三地“炮
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如果美联储
肯配合，美国会在贸易战中赢得更轻
松。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把怒火喷向
美联储，就是为了转移人民币贬值和中
方暂停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压力，盘算着
打美元贬值的主意。不过，倍受压力的
美联储官员直言，货币政策无法应对随
时变化的贸易冲突。

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显示，美国二季
度经济年增长率为2.1％，明显低于上一
季度。由于对经济放缓的担心加大，更多
投资者放弃股票，转而投资回报较低、但
风险较小的美国国债。

关注点集中于利率

在7月底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特
朗普隔空喊话，要求美联储大幅降低利率
水平，但他显然没有得到美联储的积极回
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我们的
问题不是中国，而是美联储，他们太傲慢，
不愿承认犯了过快采取行动和过度收紧

的错误。”8月7日，新西兰央行、印度央行
和泰国央行在一天内同时宣布降息，特朗
普借此敦促美联储加快降息步伐，跟上全
球同行的步伐。

特朗普称，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
公司，但美联储却并非最强势的央行。美
元因为美联储政策而保持强势，美联储每
一步都走错了。“有人会认为我对非常强
势的美元感到兴奋。但并非如此！如果
美联储大幅降息而且没有量化紧缩，美元
将使我们的企业能够在任何竞争中获
胜。”此前，特朗普也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
对强势美元表达不满，他甚至批评鲍威尔
在别国通过贬值本币“占美国便宜”时“什
么都没做”。

8月5日，特朗普政府贸易事务顾问
纳瓦罗敦促美联储在年底前再降息75个
基点至100个基点，以使美国利率与其他
国家的利率保持一致。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理事会成员候选人之一朱迪·谢尔顿
表示，许多国家的央行都在通过货币政策

让本币兑美元贬值，这类似上世纪30年
代“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当时各国竞相
让本币贬值，希望在与贸易伙伴的竞争中
获得优势。

面对美国总统施压，美联储4位前任
主席都公开力挺美联储，认为美联储做得
恰如其分，坚持了独立判断。本·伯南克、
艾伦·格林斯潘、保罗·沃尔克和珍妮特·
耶伦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美国需要
一个独立的美联储》的文章称，当美联储
依靠健全的经济数据和原则独立行动时，
经济最强劲，运行最佳。“有人认为货币政
策决策具有政治动机，或受到决策者无法
完成其任期的影响。这种看法会削弱公
众信心，可能会造成金融市场不稳，经济
将更糟。”

决策考虑重在贸易

在此次美联储议息会议的开场白和
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鲍威尔多次提

及“贸易”这个词。他认为，贸易问题对金
融市场状况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且美
联储在应对贸易紧张局势方面缺乏经
验。关税透过商业信心渠道对生产造成
了“更重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关税举措
产生的“机械效应”很小。因此，对美联储
来说，贸易是决定货币政策走向的主要考
量之一，而非货币。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布拉德
和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戴利表示，
在贸易前景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今
年晚些时候美联储可能有理由降低利
率。尽管经济模型可以量化关税上调带
来的价格上涨影响，但无法预测其对经
济造成的更广泛干扰，因为随着企业调
整供应链，企业信心下降和投资推迟都
会干扰经济。

今年曾第一位站出来呼吁降息的美
联储官员布拉德表示，贸易政策目前还不
确定，因为中美双方基本上每个月，甚至
每周都会施加威胁和反制裁措施。因此，
美国经济将不会出现以往风平浪静时的
那种良好表现。货币政策不能对每一次
事态升级或新的威胁马上作出反应，如果
这样做，货币政策将变得非常不稳定，而
且会加剧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显然，美联储官员们已经很清醒地认
识到，美国经济的问题不在利率，不在美
元，而在于美国政府挑起的贸易战。

总统接连施压 美联储不买账

美国经济问题不在利率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关晋勇

韩国已启动相关程序，预计9月份将正式把日本从韩国贸易优惠

“白名单”中除名。但韩国核心战略物资在整体对日出口货品中所占比

重较低，因此韩国对日加强出口管控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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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联储官员们已经很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经济问题不在利率，不在美

元，而在于美国政府挑起的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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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韩国政府发布《战略性货品进
出口告示修订案》，重新划分了出口管制
国家等级，并下调了日本的等级。这意
味着韩国已启动相关程序，预计9月份
将正式把日本从韩国贸易优惠“白名单”
中除名。

8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韩国
从本国贸易优惠“白名单”中除名。韩国
政府随即表示，将把日本也从本国的贸
易优惠“白名单”中除名。虽然8月7日
日本政府批准了日企向韩国出口光刻胶
的个别许可，但韩国并未买账，韩国政府
依然维持强硬姿态，韩国民众反日情绪
持续高涨。不少韩国媒体也抨击日本此
举意在加强对韩出口管控的同时，在舆
论上为自己套上“理性措施”的外衣。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成允模表
示，韩国拟将现行贸易优惠“白名单”中
的甲级国家重新细分，分为甲1级和甲2
级，并将日本归为甲2 级国家。韩联社

报道称，尽管韩国政府称此举是为改善出
口管理体制而采取的例行性措施，但事实
上是针对日本将韩国从贸易优惠“白名单”
中除名一事采取的应对措施。

甲2级是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级别。此
前，韩国把出口国划分为甲级和乙级。甲
级国家包括日本等29个国家，即韩国贸易
优惠“白名单”国家，享受韩国诸多出口优
惠政策。韩国在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产品方
面对乙级国家实行出口限制，但针对部分
重要产品出口可给予“个别许可”。今后，
除日本之外的原甲级国家（28 个）被列为
甲1级国家，仍享受原有待遇。被列为甲2
级国家的日本，虽名义上也算甲级，但其受
到的出口限制与乙级国家非常相似，已不
属于可享受韩国贸易优惠“白名单”优惠政

策的国家。
具体来看，一方面，韩企向甲1级国

家企业出口时可享受“一揽子申报”待
遇，适用货品包括 AA 级和 AAA 级货
品，申请文件只需 1 种，有效期限为 3
年，出口国企业可对货物再出口或加工
后出口。韩企向甲2级和乙级国家企业
出口时，只能在个别情况下适用“一揽子
申报”待遇，适用货品只包括AAA级货
品，申请文件需 3 种，有效期限为 2 年，
而且出口国企业不得将货物再出口或加
工后出口。另一方面，对“个别申报”待
遇作出规定，当韩企向甲1 级国家企业
出口需“个别申报”的货物时，须递交 3
种文件，审查时长为5天，对再出口和转
口贸易给予免除审查待遇。向甲2级和

乙级国家企业出口时，审查时长为15天，
并对再出口和转口贸易实行额外审查。不
同的是，向日本企业出口时需递交5种申
请文件，向乙级国家企业出口时需递交 7
种申请文件。

《韩国经济》报道称，日企进口较多的
韩国产品有热轧不锈钢制品和带轧制不锈
钢制品等钢铁产品、半导体生产用途以外
的硝酸和非金属卤化物等化学产品、部分
造船设备等。该报道指出，在韩国对日出
口的货品中，不易被替代的货品仅局限于
化学产品，而且韩国核心战略物资在整体
对日出口货品中所占比重较低，因此韩国
对日加强出口管控效果有限。

据悉，《战略性货品进出口告示修订
案》将公开征求意见20天，并经规制审查、
法制处审查等程序。如各项程序顺利完
成，该修订案将于9月份正式执行。当前，
韩日争端尚无缓和迹象，韩国国内反日情
绪高涨。8月15日是韩国的“光复节”和日
本二战投降日，韩国国内反日情绪再掀高
潮。在韩日矛盾和国内民意双重作用下，
韩国政府通过并施行《战略性货品进出口
告示修订案》几成定局。

维持强硬姿态 启动相关程序

韩国正式着手将日本移出贸易“白名单”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
道：亚洲开发银行日前发
布《亚洲发展展望》报告
称，在内需推动下，亚洲发
展中经济体在 2019 年和
2020年将保持强劲增长，
但增速将有所放缓。

亚行在这份最新报告
中维持了 4 月份的预测，
即 亚 洲 发 展 中 经 济 体
2019 年增长 5.7%，2020
年 增 长 5.6% ，增 速 较
2018 年 的 5.9% 略 有 下
滑。报告判断，即使中美
经贸摩擦持续，亚太地区
仍将保持强劲增长，但增
速会受到影响。其中，由
于韩国经济增速低于预
期，2019年东亚地区经济
增长预期下调至5.6%；南
亚地区经济前景看好，
2019年和2020年的增长
预期仍高达6.6%和6.7%；
受贸易僵局和电子产品周
期放缓影响，2019 年和
2020 年东南亚地区经济
增长预期分别小幅下调至
4.8%和4.9%；得益于哈萨
克斯坦增长前景改善，中
亚地区 2019 年的增长预
期上调至4.3%。

与此同时，国际评级
机构穆迪近日发布报告
称，由于经济增长强劲、金
融风险降低，亚洲金融市场流动性整体表现有所改善。
穆迪评级副总裁兼高级信用官安娜丽萨表示，“目前亚洲
地区147家公司中虽仍有49家流动性处于较弱状态，但
该地区金融风险有所缓解”。

值得一提的是，亚行对亚洲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市场
回暖的预期与穆迪判断吻合。亚行在新近发布的《发展
地区货币债券市场有益尝试——源于东盟+3 （中日
韩）亚洲债券市场倡议的经验》报告中称，由于经济运
行良好和区域货币债券市场发展稳健，东盟及其三大伙
伴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能抵御全球流动性收缩风
险，2002年亚行首倡东盟+3 （中日韩） 亚洲债券市场
以来，机构化信用担保便利、集成化信息平台、标准化
跨境发行框架、联通化跨境支付和清算系统等市场基础
设施日益完善，尤其是印尼和泰国在强化公共债务管理
能力上取得了明显进展，马来西亚和韩国在政府和公司
发债间取得了较好平衡，中国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已发展
为全球最大的本币债券市场之一，且仍有扩大规模的
空间。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幸表示，目前上述经济体
间地区货币债券市场总规模已达12.7万亿美元，接近欧
元债券市场规模，将有力促进该地区经济保持强劲增长，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表明，本地区企业不仅能从地区货币
融资中获得中长期收益，还能规避亚洲金融危机中曾暴
露出来的互利风险和期限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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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财政部12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9财年（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前
10个月，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8668亿美元，同比大
幅增长约 27％，已超过上一财年 7790 亿美元的全年赤
字总额。

当天发布的月度财政报告显示，2019 财年前 10
个月，虽然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4％，但
由于财政支出增幅高达 8％，赤字大幅增加。排名靠
前的三大支出项目分别是社会保险、国防和联邦医疗
保险。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近期发布的中期评估报告显
示，2019财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预计将达1万亿美
元，为2012年以来最高水平。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日前的分析
显示，特朗普上任以来，由于减税政策和支出增加，美国
联邦政府赤字增加了一倍多，债务增加了4.1万亿美元。

本月初，特朗普签署了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未来两
年总额达2.75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预算案。作为共和
党与民主党两党间的妥协方案，该预算案同时提高国防
支出和国内民生支出，预计将进一步推升美国政府财政
赤字。

本财年大幅增长

美国前10月财政赤字已超去年总额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旅游局最
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一季度新加坡外来游客为470万人
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但旅游收入却同比下滑4.8％
至65亿新元。中国继续保持新加坡第一大游客来源国，
对新加坡旅游收入贡献最大。

一季度，新加坡五大游客来源地依次为中国、印尼、
印度、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其中，中国、印尼和印度的
游客消费能力最强。来自中国游客的旅游收入达10.93
亿新元。来自马来西亚的游客数量虽然与去年同期持
平，但游客消费同比下降34％至1.55亿新元。

报告指出，游客在购物、住宿、餐饮、观光、娱乐和博
彩业的开销有所减少，其中以住宿相关的收益跌幅最大，
同比下降 12％至 12.56 亿新元。客房平均入住率达
86％，比去年同期下降0.6%。

分析认为，中美经贸摩擦持续、游客对经济增长前景
预期下降、英国脱欧仍不确定、游客逗留时间缩短和新元
汇率波动等综合因素，是造成新加坡一季度旅游收入减
少的主要原因。

旅游局报告显示

新加坡首季旅游收入同比下降4.8%

据新华社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希
电 为期两天的首届里海经济论坛 12
日在土库曼斯坦巴尔坎州港口城市土库
曼巴希闭幕，与会代表就能源合作、物流
运输和国际贸易等经贸合作和发展议题
展开广泛讨论。

土库曼斯坦、俄罗斯、阿塞拜疆、伊
朗、哈萨克斯坦里海沿岸五国领导人及
乌兹别克斯坦、保加利亚领导人在内的
约3000名各界代表参加了论坛。

在当天举行的论坛全体会上，土库
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致辞说，
里海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储备和独特的
生态环境，若能有效利用，将为沿岸地区
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别尔德穆
哈梅多夫还说，创办里海经济论坛旨在
建立广泛、长效的平台，为各参与国、国
际组织、商业和科学机构开展合作提供
便利条件。

据悉，在本次论坛框架下还举行了
里海沿岸国家经济部长、交通部长及实
业界人士的会谈，论坛还举办了里海创
新技术展和国际汽车展，以及“里海地区
绿色经济”“里海地区科研合作”等分
论坛。

据介绍，里海创新技术展和国际
汽车展为本次论坛框架下的主要活动
之一，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
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在内的 57
家外国企业和多家土库曼斯坦企业
参展。

首 届 里 海 经 济 论 坛

致力于经贸合作和发展 高温再袭高温再袭
罗马罗马

8月12日，意大利首都罗马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体感温度一度

突破40摄氏度。

上图 一处药店的温度计显示实时温度为45摄氏度。

右图 一名女子用水打湿双臂降温消暑。

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