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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宽松 各国股市向好

从经济基本面上看，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连续多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率。最新
报告已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
至3%，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慢
增速，也是2017年以来最严重下降。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强调关税壁垒冲突
上升、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不确定性以及
发达经济体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全球经济
下行压力在2019年凸显。

然而，从市场表现来看，自2009年3
月份至2019年12月初，标普500指数已
经上升373%，MSCI全球股指也已经上涨
220%。从2019年数据来看，截至12月6
日，MSCI全球指数上涨了21.9%。其中，
发达经济体股市更是强势增长，标普500
指数涨幅为25.49%，MSCI欧洲经济暨货
币联盟指数涨幅为20.81%，日经225指数
涨幅为16.69%。与此同时，MSCI新兴市
场指数也实现了8.63%的涨幅。

事实上，在2019 年一季度全球股市
收复2018年四季度大部分失地之后，就
有投资者质疑全球股市与经济基本面分
化的表现到底能够持续多久。研究表明，
各国央行的宽松政策预期和举措极大提
振了各国股市。

2019 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全球主要
央行开始调整政策预期。其中，美联储虽
然下调了增长和通胀预期，但也暗示将会
调整利率走向以对冲下行风险。欧洲央
行也表示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
利率政策。到了三季度，全球主要央行的
宽松货币政策举措更为明显，其中美联储
如市场预期两次降息，欧洲央行也开始重
启量宽。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全球主要
央行货币政策造成全球市场宽松再度来
袭，全球股市也随之水涨船高。

风险持续积累 “高泡沫”引关注

与股市水涨船高并行的是投资者对

风险累积的担忧。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
机以来，长期低利率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
是否已经导致了金融市场“高泡沫”一直
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当前，大量机构投
资者将资金转投美国股市，认为美国经济
的基本面要好于欧洲和日本。但是，随着
美国税改红利逐步消退，未来股市何时出
现高位回落成为悬在投资者头顶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

全球主要央行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支
撑了金融市场的牛市，但并不能保证全球
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全球市场震荡的症结
仍然是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
性。一季度，美欧股市和新兴市场股市强
势增长无疑得益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
二季度、三季度贸易摩擦解决路径的不确
定性再次导致全球市场出现波动；四季度
贸易摩擦的缓和又再次部分提升了投资
者风险偏好和信心。

这一震荡表现更多体现在美国的盟
友——欧洲和日本市场。今年5月份，受
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和5G产业面临不确定
性影响，日本和欧洲市场在汽车、半导体
等产业的拖累下出现了明显下行，日本股
市更是在二季度出现了-2.4%的表现。

经济基本面的动力弱化和全球金融
市场的高度流动性在全球债券市场的表
现更为直观。2019 年前三季度，对美
国和欧洲经济压力的担忧和央行宽松政
策转向导致美欧长期国债收益率不断
下行。

其中，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一
季度末下降至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3
月份出现了3年期国债收益率与10年期
国债收益率倒挂这一令人担忧的现象。
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同期下降至
负利率区间，这也是自2016年10月份以
来的首次。此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政
策预期导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二
季度再次下调40个基点左右，德国10年
期国债收益率下探至-0.33%。三季度，9
月份欧洲央行重启宽松和美联储降息，叠
加经济数据持续恶化趋势，造成美欧国债
市场收益率再次下降。美国10年期国债
收益率曾在 8 月底达到 1.5%的低位，并
曾短暂低于两年期国债收益率，最终季末
较二季度下滑30个基点。同样，三季度
1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下滑了24
个基点至0.57%。

与股市投资者的风险担忧相类似，全

球债券市场未来风险也不容忽视。在经
济基本面下行压力较大和宽松货币政策
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当前发达经济体国债
总量中20%以上为负利率债券。这一长
期低利率环境将促使投资者为了追逐风
险收益加大配置风险高、流动性差的资
产，也将成为未来全球金融市场的一大风
险来源。

与此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导致
当前发达经济体低评级公司融资更为便
利，大量低评级债券的出现将成为全球金
融系统性风险的又一来源。

资本市场“虚胖” 金融科技走强

牛市虽好，但其背后存在低增长、低
通胀的宏观基本面问题以及资本市场的
高流动性、泡沫问题。自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持续为市场注入流
动性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实现了经济复
苏，但复苏力度并不及预期。大量流动性
并没有带来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回升，这
凸显了实体经济需求不足。在这一形势
下，货币宽松政策的持续和流动性再次注
入意味着资本市场“虚胖”成分在不断累
积，金融系统性风险在逐渐上升。

展望2020年，各方上调了2020年经
济基本面增长预期，这为投资者提供了一
定支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2020年
经济走势要好于今年，因而投资者中“牛
市不会因为太长而结束”的观点赢得了更
多市场。据此，花旗财富管理认为，2020
年全球股市可能仍有 6%至 8%的上行
空间。

其中，针对处于历史高位的美股市
场，投资者预计2020年下半年股市可能
受到美国总统大选因素的影响，加之更严
格的银行信贷标准，以及此前收益率曲线
倒挂可能增加24个月后的市场波动性，
花旗财富管理对于2020年下半年股市保
持谨慎乐观。

在传统金融行业焦虑上升的情况下，
新兴的金融科技行业在2019年迎来新的
发展。毕马威日前发布的2019年金融科
技 100 强报告显示，全球金融科技创新
100 强企业在最近一年中共计吸引了
180亿美元资金。同时，资金流向更加集
中于位居前列的企业，一年内吸引1亿美
元以上资金的企业数量为 32 个，高于
2018年的26个。

在产业分布层面，支付交易公司、财
富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和借贷公司是当前
金融科技企业的四种主要形态，支付交易
公司在全球金融科技企业中占据较高
比重。

在地区分布层面，中国和亚太区国家
在全球金融科技创新中日益凸显。在
100 强企业中，亚洲地区入选数量为 34
家，高于欧洲、美洲和英国企业数量。其
中，全球前十大金融科技企业中，蚂蚁金
服、京东数科和度小满金融分别位列第1
位、第 3 位和第 6 位，显示了中国在金融
科技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

宽松政策支撑牛市 金融风险逐渐上升
——2019年全球金融市场回顾与展望

本报记者 蒋华栋

近年来，随着法国政府结构性改革措
施不断推进，法国经济逐渐复苏，但其生
产竞争力不足的弊端一直为外界诟病，并
持续制约经济复苏效率与步伐，使经济发
展长期徘徊在低增长区间，并在外贸领域
表现乏力。对此，法国政府致力于打造以

《生产公约》为代表、突出“环保理念与国
家战略”的生产力促进计划，希望以此重
振法国生产体系，加强再工业化的可持
续性。

此前，法国经财部部长勒梅尔曾在
《生产公约》的社会对话与协调中解读，该
公约重点聚焦欧洲碳边界税、飞机与船只
燃料税、战略性企业保护等议题，希望以
此推动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再工业化进程，
并积极引领欧洲生产力发展方向。法国
总统马克龙一直希望推动环保理念与国
家发展战略相融合的生产力发展计划，此
次发布的公约也被外界誉为“绿色与蓝白
红相间的公约”，充分体现了法国政府希
望企业在发展进程中兼顾环保性的理
念。勒梅尔在就该议题与社会代表及政
府官员协调中说，希望尽快确定法国经济
未来发展的重点，使法国更好地适应数字

化与可持续发展挑战。
环保条款尤其受到各方关注。法国

政府曾提出希望在 2050 年实现零碳经
济，并主张将法方倡议推广至整个欧洲。
具体而言，法国政府主要以两条措施为主
线：一方面，联合各成员国共同推出欧洲
碳边界税公约，并充分确保欧洲公共政策
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呼吁对欧洲污染较
为严重的运输工具，如飞机、船只等征收
燃料税。

但有法国媒体指出，法方倡议将面临
诸多挑战。首先，欧盟成员国对征收燃料
税意见不一，形成欧盟内部普遍共识难度
较大。其次，德国多年受益其外贸型经济
增长，不希望传统经济模式遭受冲击。最
后，欧盟担心相关措施将引发欧洲主要贸
易伙伴的反对，并据此建立相应反制
措施。

在战略性企业保护方面，法方希望推
动欧洲投资银行成为欧洲的“绿色银行”，

建议将其提供的一半贷款用于能源转型
项目。同时，法国还将以身作则，确保法
国经财部不再对碳排放项目投资。法国
政府还希望突出该公约的“爱国性质”，进
一步增强对战略性企业的保护措施，充分
掌控欧洲企业发展的主动权。

勒梅尔对此表示：“企业的保护范围
还应拓展至传媒与粮食安全领域，充分
确保本国企业竞争力。”法国目前在中档
产品与服务领域的专业性依然较差，需
要通过加强生产设备更新换代，确保产
品与服务的专业化供应，以便在2025年
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勒梅尔还特别强
调了对战略性环保项目的大力支持，如
回收技术、氢能源汽车及环保型农业设
备等，并设立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发展
计划。

在涉及生产领域的其他方面，法国政
府希望通过降低生产税率使企业有更充
足的资金用于创新、扩大再生产与设备升

级等，进一步提升法国企业竞争力。另
外，法国政府还提议建立国家层面的“人
才技能前瞻性管理机制”，并按地区设置，
提升法国的人力资源开发效率。

对于法国政府此次提出的相关公约，
法国经济学界态度不一。有法国经济学
家认为，生产竞争力不强是困扰法国经济
发展的顽疾，法国政府对该领域的改革措
施有利于进一步释放法国企业优势和潜
力，再现法国生产的昔日荣光。但是，该
公约的实施也将面临巨大挑战。

环保议题是欧盟内部成员国争论的
焦点，受各国发展阶段、增长模式与利
益链结构不同影响，法方提出的相关税
收议案将陷入复杂且漫长的区内协调

“陷阱”。
当前，法国生产具有高度国际化特

点，部分企业的供应链、产业链与销售链
分布全球各地，是法国企业发展的一大亮
点。但是，此次发布的多项措施中涉及诸
多保护性条款，将给企业的国际化运营与
吸收更多国际资本带来影响。

此外，法国结构性改革仍面临巨大阻
力，并一度引发大规模罢工示威活动，持
续制约政府改革步伐，政府出台的部分刺
激性措施也对公共财政账户的可持续性
造成了冲击，如何在民生改革措施与生产
力发展领域实现平衡仍将是巨大挑战。

不断推进结构改革 经济逐渐稳定复苏

法国推动可持续再工业化进程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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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经过艰苦谈判，德国联
邦政府与各地方政府日前就温室气体排放定价问题最终
达成一致。根据谈判结果，2021年至2025年德国对温
室气体排放的收费将由此前每吨二氧化碳10欧元大幅
上涨至25欧元，从2025年起由每吨二氧化碳35欧元上
涨至55欧元。这部分收入将用于补贴可再生能源行业，
以降低可再生能源价格。

根据节能减排法案，德国将于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
放量从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55%，2050年将减排85%
至90%。该法案主要由鼓励节能减排、制定相应法律法
规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定价三个核心要素构成。德国政府
对此项政策的投资总额将达到540亿欧元。

据悉，德国政府会将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所得用于环
境保护和补贴因温室气体排放定价导致居民生活成本提
高等方面。此外，德国将在未来两年降低能源价格，为家
庭和中小企业减负。据测算，以年耗电3500千瓦时的家
庭为例，每年能够节省的费用为8.75欧元。外界批评这
一减负幅度过小。

尽管各方已经就排放定价问题达成共识，排放交易
价格大幅上涨基本已成定局，但新的排放定价仍遭到经
济界的批评。德国工业联合会负责人认为，过高的排放
定价将会严重削弱德国的区位优势，也会削弱德国中小
企业的竞争力，甚至会威胁到部分企业的生存。同时，经
济界还呼吁德国政府在引入排放交易机制并提高排放交
易价格的同时，要适当对企业予以一定扶持，以减轻企业
排放交易成本提高的负担。

补贴可再生能源行业

德国拟大幅提升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价格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李学华报道：近日，中国驻澳大
利亚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
业介绍了2019年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并就中澳政治关系、中澳经贸合作与人文交
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成竞业表示，中澳在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领域取得
了一系列合作成就和积极成果。经贸合作是中澳双边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十多年来，中国是澳大利亚最
大贸易伙伴。今年前 10 个月，双向货物贸易总额达到
1880亿澳元，同比增长约20%。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
出口总额近1240亿澳元，同比增长29.9%。澳大利亚对
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近590亿澳元，占澳大利亚对外货物
贸易顺差总额的98%。

成竞业介绍说，2019年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葡萄酒
和牛肉的最大进口国。澳方常说，澳大利亚每5个工作
岗位中就有一个与贸易相关。如果按照这一比例计算，
中澳贸易为澳大利亚至少创造了64万个就业岗位。根
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过去一年澳大利亚37%的出口
商品销往中国，对华出口年增长约33%，中国是澳财政提
前实现盈余的重要因素。

前10个月贸易总额增长两成

中澳经贸合作助推澳大利亚经济增长

哈尔滨冰雕艺术展日前在俄罗斯莫斯科开幕，现场
展出了哈尔滨大剧院、防洪纪念塔以及莫斯科红场建筑
群等惟妙惟肖的冰雕作品，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图
为一位行人观看冰雕。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摄

中国冰雕亮相莫斯科

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迎迎摄摄

特别提示：挂牌公告期满，若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
受让方的，由交易中心组织网络竞价（一次报价）。通过网
络竞价（一次报价）产生最高报价方，且最高报价不低于挂
牌保留价的意向受让方确定为最终受让方；若意向受让方
的最高报价低于挂牌保留价，则不成交，挂牌结束。挂牌
期满后，若最高报价方报价低于保留价，转让方有权选择
与最高报价方通过议价方式成交。

业务咨询电话：13823673061 卢女士
13424274352 李先生 18682068887 祝先生
项目编号：ZYQH19120017
项目名称：成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9户不良资产包
转让底价：本项目设有保留价，保留价不公开
项目简介：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委托我中

心公开挂牌转让“成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9户不良资产
包”。标的所在地为成都、绵阳、遂宁、德阳等，截至转让基
准日2019年7月28日，成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9户不良
资产包项目本金余额折合人民币20407.20万元，利息折合
人民币6745.27万元，已支付债权处置费用人民币75.81万
元，合计折合人民币27228.28万元。（注：以上债权金额仅
供参考，转让方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债权的本金、
利息、总额等具体债权金额最终以借款合同、生效裁判文
书或其他法律文件确定的为准。）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网站 www.cmbfae.
com。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6号招商银行深圳
分行大厦33楼。

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信息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