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财长“权杖”即将易主

盖特纳去意已决 新人选悬念

待解（主）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明年1月

开启第二任期，但颇为尴尬的是，奥

巴马内阁的多员要将都有离任之

意。 其中，美财政部长蒂姆西·盖特

纳已经表示，将在帮助两党达成避

免“财政悬崖”的协议后离任。 作为

美国政府中最有影响的职位之一，

财长“宝座”最终花落谁家成为了日

前媒体热议的焦点。

美国媒体分析称，现任白宫办

公厅主任、曾在奥巴马和克林顿执

政时期担任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的

杰克·卢(Jack Lew)、曾任克林顿时

期白宫幕僚长的厄斯金·鲍尔斯

（Erskine Bowles）、曾任克林顿时期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泰森(Laura

D' Andrea Tyson)以及目前财政部

负责国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米勒

(Mary J. Miller)等都是新财长的热

门人选。

盖特纳任内屡遭“逼宫”

2008年，年仅47岁的蒂姆西·盖

特纳被当时刚刚当选的新任美国总

统奥巴马指定为内阁团队中的财政

部长。 此前盖特纳担任纽约联储主

席一职，参与了对雷曼兄弟、高盛公

司、美国国际集团等华尔街巨头的

处理和拯救。

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新

财长不但要做好平稳过渡的工作，

还需要和美联储等机构一道确保金

融市场的正常运转，并为美国金融

市场未来发展勾画新蓝图，可谓重

任压肩。但与前任财长保尔森相比，

年轻的盖特纳在面对媒体和对手时

显得不够老练圆滑。 由于一直身处

应对金融危机的前线，同时是奥巴

马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执行者，盖

特纳成为最容易被攻击的 “靶子”，

屡屡替总统的经济政策挨骂， 并在

短短四年任内屡遭“逼宫”，差点成

为最短命的美国财长。

2008年9月，全球保险业的“航

母”美国国际集团（AIG）因为在风

险衍生品上的巨额亏损而濒临破

产。当时雷曼兄弟已经倒闭，美林被

迫售予美国银行， 在全球金融系统

濒临灾难边缘之际， 美国政府选择

出手救助了这家业务网络遍布全球

的巨型金融机构， 前后投入救助资

金高达1823亿美元。

但在这一事件上， 美国媒体认

为政府坐视雷曼兄弟倒台而不惜一

切拯救AIG， 是盖特纳与时任财长

保尔森合谋的结果。 当时执掌纽约

联储的盖特纳在与AIG的交易谈判

中表现太过弱势。 在AIG接受救助

金后向其衍生品部门员工发放1.65

亿美元红利的时候， 不少美国立法

人士强烈要求盖特纳辞职。 甚至有

媒体当时煞有其事地开始讨论盖特

纳接班人的事宜。

去年年中， 美国国会两党陷入

“债限之争”，在盖特纳的协调下，白

宫与国会在最后一刻同意上调债务

上限。 但此后有关盖特纳有意离任

的传闻便一直充斥着华尔街。 后来

在奥巴马的“力挺”下，盖特纳还是

选择留在了内阁团队中。

今年年初， 盖特纳再度流露去

意， 表示不会在奥巴马总统连任竞

选成功后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一职。

当时有分析人士称奥巴马赢得大选

之日或许就是盖特纳告别财政部之

时。不过在大选结束后，白宫发言人

卡尼透露称盖特纳将留任至总统宣

誓就职后，并表示盖特纳是“财政悬

崖”谈判中的核心参与者。

在经历去年的“债限之争”后，

盖特纳已经获得了部分国会共和党

人的认可，被视为居中调节的“公道

人”。因此在本次“财政悬崖”解决方

案的谈判中，他也被寄予厚望。

新财长悬念待揭晓

考虑到财政部长是美国政府中

最有影响的职位之一，盖特纳的继

任人选成为华尔街和媒体关注的焦

点。 眼下，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在

奥巴马和克林顿政府都当过白宫预

算办公室主任的杰克·卢呼声最高。

现年57岁的卢直是奥巴马最依赖的

内部顾问团队的关键人士，作为奥

巴马最信得过的财政专家，他是奥

巴马同国会共和党就“财政悬崖”问

题谈判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

卢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政府

任职，起初曾在卡特和里根政府时

期为时任众议长奥尼尔担任幕僚。

《国家杂志》 将他称为美国政坛的

“终极内部人”。 不过共和党方面可

能对卢不太满意，在去年“债限之

争” 中代表白宫与国会协商调高举

债上限时，卢曾与共和党议员闹得

相当不愉快，身为共和党党首的博

纳甚至曾要求奥巴马把卢“打入冷

宫”。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白宫幕僚长

厄斯金·鲍尔斯也是潜在的热门人

选。 他对美国财政问题有着较深入

的研究，此前曾接受奥巴马指派，与

共和党前参议员辛普森组成跨党派

的美国全国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

会。 该委员会当时提出了一份解决

美国财政赤字问题的路线图（即辛

普森-鲍尔斯计划），力争在未来十

年内削减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但最

后由于两党分歧过大未被正式采

纳。 但这份路线图被视为两党就财

政赤字问题展开严肃认真谈判的起

点。

美国还有可能迎来有史以来首

位女财长。 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

经济委员会主任泰森也是潜在财长

继任人选之一。 她目前在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担任教授，

是难得的拥有杰出的从政技能的经

济学家。 而财政部负责国内金融事

务的副部长米勒也有可能成为盖特

纳的继任者， 她曾在美国投资公司

普信集团担任了26年的共同基金和

固定收益专家，在财政部，米勒不仅

管理着美国的债务， 还是证券改革

和银行业务方面的顶级专家之一。

此前美国政府曾提出可考虑由米勒

接替夏皮罗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主席，但被她拒绝。

华尔街大佬有入围可能

此外， 目前担任美国财政部副

部长的沃林(Neal S. Wolin)也出现

在媒体的猜测名单上。 他曾任美国

哈特福德金融服务集团财险和意外

险公司的总裁和首席运营官， 还曾

在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手下

工作。 沃林是金改法案《多德－弗兰

克法案》的一名重要设计师，不过正

是基于这一点， 他出任美国财长可

能不会受到共和党人的欢迎。

奥巴马也有可能依据习惯性思

维挑选一位华尔街的大人物担任财

政部长， 比如贝莱德的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芬克(Larry Fink)。 在美国

最近的三位财长当中，罗伯特·鲁宾

和亨利·保尔森都来自高盛，盖特纳

在担任纽约联储主席期间也曾跟大

型金融企业密切合作。 而芬克本人

是奥巴马的支持者， 贝莱德也是为

数不多几家没有被此次金融危机冲

击得伤痕累累的金融公司之一。 据

悉，盖特纳、国会议员们以及世界各

国的金融领导人经常会给芬克打电

话， 在财政和金融方面向他寻求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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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两党再商“财政悬崖”新解决方案

市场预期乐观 美股收复大选后失地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众议院议

长、 共和党人博纳

11

日就如何增

税和减支交换了新的方案， 但未

透露具体细节。 这是奥巴马和博

纳

9

日在白宫举行单独会谈后的

再度协商。 两党连日来的密集协

商，令市场对“财政悬崖”解决怀

有期待， 加之美联储可能启动新

资产购买计划，截至

11

日，美国股

市连涨五天， 道指已收复总统大

选后的失地。

两党新方案变化不大

连日来美国白宫与共和党就

如何在年底前解决“财政悬崖”问

题加紧会谈， 但双方都未透露谈

判细节。

在

10

日的磋商中，奥巴马向

博纳提出了一个修订后的新财

政预算方案，将未来

10

年增税规

模从此前的

1.6

万亿美元下调至

1.4

万亿美元，但在要求获得提高

联邦债务上限的新权力、增加基

础设施建设支出等原先遭共和

党竭力反对的主要提议上未做

修改。

11

日， 博纳的办公室向白宫

提出一个回应方案， 希望通过税

改和福利制度改革来解决迫近的

危机，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但一

位了解谈判情况的官员称， 共和

党的回应方案与他们在上周拿出

的方案没有太大区别。

博纳

11

日在众议院公开抱怨

奥巴马的方案未就如何削减开支

做进一步说明， 并指责白宫拖延

谈判步伐。 不过奥巴马仍然对两

党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他表示，共

和党人不会希望最终出现仅仅为

了保护富人享受的税率优惠政策

而令中产阶级税赋增加的情况，

他对此很有信心。 众议院民主党

领袖佩洛西也对达成协议持乐观

看法， 她表示没有任何理由不达

成协议。

债务上限迫近

眼下距离“财政悬崖”已经不

到

20

天， 与大规模减支增税措施

生效同样令人担忧的是， 美国政

府债务正逼近上限。截至上周五，

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距离

16.394

万亿美元的上限只差约

670

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预计，美

国的债务将在靠近本月月底时触

及国会设定的债务上限。

不过由于债务上限已成为

“财政悬崖”谈判内容的一部分，

国会议员们可能不会在年底前

提高债务上限。《华尔街日报》分

析认为，在债限告破前的一到两

周前，美国财政部可能开始采取

措施，使美国财政能够支持到明

年

2

月中旬左右或

3

月初而不发

生违约。 这些特别措施包括：停

止发行被称为

Slugs

的州及地方

政府系列债；收回对文职人员退

休与残疾人基金的现有投资；暂

停对政府证券投资基金的再投

资；限制对交易所稳定基金的投

资等。

此前白宫在其财政预算方案

中要求获得无需国会批准即可提

高联邦债务上限的新权力， 但遭

到共和党拒绝。 共和党人认为他

们在债务上限方面的权力是一个

能够迫使奥巴马政府缩减开支的

重要谈判筹码。

市场流露乐观情绪

在市场看来， 两党近期的密

集磋商很可能是协议即将达成的

一个信号。 在避免“财政悬崖”的

谈判可能取得进展的乐观预期

下，美国股市连续五日上涨，截至

11

日收盘， 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

收复了

11

月初大选以来的失地，

达到

13248.44

点。 标准普尔

500

指

数收于

1427.84

点，纳斯达克综合

指数收于

3022.30

点。

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

主党人里德

11

日的表态给市场

泼上一盆冷水。 他表示，民主党

不会向共和党人提出新的减支

方案，想要在圣诞节以前达成协

议来规避“财政悬崖”将是“极难

做到”的事情。 在这一言论的影

响下，美股

11

日尾盘涨幅收窄。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

“财政悬崖”的解决怀有信心。 他

表示，美国将有可能避免“财政悬

崖”，但达成协议之前需要经历波

折。他认为，最好的结果是能够达

成暂时性的减债计划， 避免增税

和减支措施自动开启。 他形容达

成最终协议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过

程，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有

可能对市场带来巨大影响。

欧盟高层呼吁

欧元区应坚持财政紧缩

□本报记者 陈听雨

据道琼斯通讯社报道，欧盟

委员会负责经济与货币事务的

委员雷恩日前指出， 欧元区必

须继续实施谨慎的财政紧缩措

施， 同时推行具有深远意义的

结构性改革， 相关措施已帮助

欧元区经济实现再平衡， 并重

塑市场信心。

分析人士认为， 雷恩的言论

表明了欧盟针对未来欧元区改革

路线的态度。

雷恩指出， 欧元区的进步是

显而易见的， 成员国经常账赤字

明显减少， 一些成员国在过去十

年内丧失的竞争力正逐渐恢复。

例如爱尔兰成功重返债市融资、

9

月份西班牙在

15

个月内首次实现

私有资金净流入、 意大利最近

10

年期国债拍卖收益率实现

2010

年

以来最低水平等。 上述情况表明

欧元区继续巩固财政与推行改革

的必要性。

他表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

约》 考虑到了正在全球经济不断

演变的情况， 以及成员国财政政

策与宏观经济的平衡需求。 只要

成员国尽最大努力兑现了巩固财

政的承诺，若经济增长受阻，将获

得额外时间来实现财政目标，今

年西班牙、 葡萄牙和希腊就获得

了这样的机会。

雷恩指出， 欧洲必须继续排

除结构性障碍， 以实现经济可持

续增长， 并促进就业，“我们必须

继续消除可持续增长和就业所面

临的结构性障碍， 追求审慎的财

政整顿”，欧元区必须坚持当前的

路线， 在成员国内采取坚定的改

革和紧缩措施， 并在欧元区实现

更深入的融合。

欧佩克称

当前国际油价处于“适宜区间”

□本报记者 陈听雨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于

12

日在维也纳举行了新一轮的部

长级会议。据道琼斯通讯社报道，

会议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11

月

欧佩克石油日均供给量增加

7.5

万桶至

3120

万桶。 欧佩克秘书长

巴德里表示， 目前的油价对于供

应商和消费者而言，都处于“适宜

区间”内。

纽约商品交易所

１

月交货的

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11

日收于每桶

８５．７９

美元， 布伦特原油

１

月期货

价格同日收于每桶

１０８．０１

美元。

欧佩克数据显示，

11

月，伊

朗日产油量为

270

万桶， 预计

12

月还将下降；俄罗斯日产油量达

1090

万桶的历史高点。 另据《金

融时报》 披露，

11

月份沙特阿拉

伯石油产量下降。 报道预计，欧

佩克近期仍将维持

3000

万桶的

日产出目标。

分析人士认为， 欧佩克仍生

产过度， 并将导致工业国家原油

库存走高。 德国商业银行资深石

油分析师卡斯滕·弗里茨称：“若

明年欧佩克国家继续维持

3000

万

桶的日产出目标， 那么原油市场

供应过剩的情况将加剧， 并给油

价带来下行压力。 ”

此外， 欧佩克成员国石油部

长可能将在

12

日的维也纳会议上

选出新秘书长。来自伊朗、伊拉克

和沙特的候选人竞争激烈， 欧佩

克内部至今未达成共识。 巴德里

将在今年结束其

6

年的任期。报道

称，但若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欧佩

克可能要求巴德里再留任

6

个月。

另据美国能源情报署（

EIA

）

数据， 美国今年的石油日产量大

增

76

万桶， 创自

1859

年美国石油

生产商业化以来最大年度增幅。

EIA

预计， 美国明年石油日产量

将突破

700

万桶。随着页岩气革命

改写全球能源版图，

20

年后美国

有望超越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

成本超预算 减债不达标

希腊将重启债券回购

□本报记者 陈听雨

希腊政府

11

日宣布，重启债

券回购招标工作，以达到预期减

债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希腊

银行业被迫全部参与回购方案。

希腊必须成功实施债券回购，降

低债务水平，方可获得延付已久

的

344

亿欧元援助贷款， 预计

13

日至

14

日举行的欧盟峰会将评

估希腊债券回购行动成果，并做

出下一步援助决策。

截至

11

日， 希腊债券回购投

标额达

318

亿欧元，平均价格为债

券票面价值的

33.5%

， 略高于预

期， 距离预期债务削减目标仍有

4.5

亿欧元缺口。根据希腊政府计

划， 该国将通过债券回购使公共

债务减少

200

亿欧元，为国内生产

总值 （

GDP

） 的

11%

， 以实现在

2020

年前将债务与

GDP

之比降至

124%

的目标。 但截至目前，回购

仅减少了相当于该国

GDP9.5%

的

债务， 可使该国债务占比在

2020

年降至

126.6%

。

希腊财政部官员已表示

,

不可能第三次重启债务回购

招标。

据报道，此次重启回购意味

着希腊债券回购行动总成本将

由

100

亿欧元升至

111

亿欧元。 欧

元区成员国财长

11

日晚举行电

话会议，讨论了希腊债券回购行

动，未能得出此次行动获得成功

的结论。

在希腊政府

3

日宣布启动规

模为

100

亿欧元的债券回购计划

后，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该

国评级由

CCC

降至选择性违约。

标普欧洲、中东和非洲主权评级

主管克雷默

11

日表示，未来希腊

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有三分之

一，希腊退欧将引发严重负面后

果，但欧元区不太可能发生彻底

解体。

据希腊财政部

11

日公布的数

据， 由于支出大幅削减抵消了收

入的小幅下滑， 今年

1

月至

11

月，

希腊预算赤字较上年同期减少

40%

，至

129

亿欧元。

外媒热议

奥巴马新经济智囊团

□本报实习记者 张枕河

在奥巴马成功连任美国

总统以后，媒体对他在新任期

的经济“智囊团”人选也产生

了各种预测。 在经济“智囊团”

中，最重要的几个位置是白宫

办公室主任、白宫行政管理和

预算局局长、白宫经济顾问委

员会主席、国家经济委员会主

任等。

路透认为， 有可能出任新

白宫办公室主任的是贾勒特

（

Valere Jarrett

）和克莱恩（

Ron

Klain

）。 贾勒特很早就与奥巴

马一家相识， 目前是奥巴马的

高级顾问。 克莱恩则担任过现

任副总统拜登和前副总统戈尔

的办公室主任， 具有丰富的综

合管理经验。

在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局长人选上， 现任代理局长齐

安兹

(Jeffrey Zients)

从

2009

年

开始就担任该局的副局长，从

今年一月开始全面代理工作，

被媒体认为是该局局长最有力

的竞争人选之一。 另外该局局

长的潜在继任人选还有： 现任

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的埃尔门

多夫 （

Douglas Elmendorf

）和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斯珀林

（

Gene Sperling

）。 埃尔门多夫

是一名知名的经济学家， 并且

有在美联储、 财政部以及国家

经济委员会等多个部门的丰富

工作经验。 斯珀林目前担任着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在

克林顿任总统时， 他也担任过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这

一职位， 他目前还兼任财政部

的顾问， 为美国经济政策提出

过多项重要的建议。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的职位自从奥巴马

2008

年执掌

白宫以来也已经数次更迭，最

初由克里斯蒂娜·罗默担任，在

她

2010

年宣布辞职后， 古尔斯

比接任后仅一年也离开了这一

岗位， 目前担任这一职位的是

克鲁格

(Alan Krueger)

，市场

认为他继续担任这一职位的可

能性比较大。

在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

任斯珀林有可能出任白宫行政

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的情况下，

谁能填补这一重要的空缺也引

起了市场的兴趣。 奥巴马刚上

台时， 选择著名经济学家劳伦

斯·萨默斯出任该职务，但他在

2010

年因为个人原因提出辞

职，并由斯珀林接任。 《华尔街

日报》认为，目前这一位置的有

力竞争人选是该委员会的副主

任弗尔曼 （

Jason Furman

），他

是一名专业背景强大而且具有

“实战经验”的经济专家，在克

林顿政府时就曾任职于白宫经

济顾问委员会。

华尔街大佬有入围可能

此外，目前担任美国财政部

副部长的沃林

(Neal S. Wolin)

也

出现在媒体的猜测名单上。他曾

任美国哈特福德金融服务集团

财险和意外险公司的总裁和首

席运营官，还曾在克林顿政府的

财政部长鲁宾手下工作。沃林是

金改法案 《多德

－

弗兰克法案》

的一名重要设计师，不过正是基

于这一点，他出任美国财长可能

不会受到共和党人的欢迎。

奥巴马也有可能依据习惯性

思维挑选一位华尔街的大人物担

任财政部长， 比如贝莱德的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

(Larry

Fink)

。 在美国最近的三位财长当

中， 罗伯特·鲁宾和亨利·保尔森

都来自高盛， 盖特纳在担任纽约

联储主席期间也曾跟大型金融企

业密切合作。

芬克本人是奥巴马的支持

者， 贝莱德也是为数不多几家没

有被此次金融危机冲击得伤痕累

累的金融公司之一。 据悉， 盖特

纳、 国会议员们以及世界各国的

金融领导人经常会给芬克打电

话， 在财政和金融方面向他寻求

建议。

美财长“权杖”即将易主

盖特纳去意已决 新人选悬念待解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明年

1

月开启第二任期，但颇为尴尬的是，奥巴马内阁的多位

要员都有离任之意。其中，美财政部长蒂姆西·盖特纳已经表示，将在帮助两党达成避免

“财政悬崖”的协议后离任。作为美国政府中最有影响的职位之一，财长“宝座”最终花落

谁家成为了日前媒体热议的焦点。

美国媒体分析称，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曾在奥巴马和克林顿执政时期担任白宫预

算办公室主任的杰克·卢

(Jack Lew)

、曾任克林顿时期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厄斯金·鲍尔

斯（

Erskine Bowles

）、曾任克林顿时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泰森

(Laura D' Andrea

Tyson)

以及目前财政部负责国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玛丽·米勒

(Mary J. Miller)

等都是

新财长的热门人选。

盖特纳任内屡遭“逼宫”

2008

年，年仅

47

岁的蒂姆西·

盖特纳被当时刚刚当选的新任美

国总统奥巴马指定为内阁团队中

的财政部长。 此前盖特纳担任纽

约联储主席一职， 参与了对雷曼

兄弟、高盛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等

华尔街巨头的处理和拯救。

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

新财长不但要做好平稳过渡的工

作， 还需要和美联储等机构一道

确保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 并为

美国金融市场未来发展勾画新蓝

图，可谓重任压肩。 但与前任财长

保尔森相比， 年轻的盖特纳在面

对媒体和对手时显得不够老练圆

滑。 由于一直身处应对金融危机

的前线， 同时是奥巴马经济刺激

政策的主要执行者， 盖特纳成为

最容易被攻击的“靶子”，屡屡替

总统的经济政策挨骂， 并在短短

四年任内屡遭“逼宫”，差点成为

最短命的美国财长。

2008

年

9

月，全球保险业的“航

母”美国国际集团（

AIG

）因为在风

险衍生品上的巨额亏损而濒临破

产。 当时雷曼兄弟已经倒闭，美林

被迫售予美国银行，在全球金融系

统濒临灾难边缘之际，美国政府选

择出手救助了这家业务网络遍布

全球的巨型金融机构，前后投入救

助资金高达

1823

亿美元。

但在这一事件上，美国媒体认

为政府坐视雷曼兄弟倒台而不惜

一切拯救

AIG

， 是盖特纳与时任财

长保尔森合谋的结果。 当时执掌纽

约联储的盖特纳在与

AIG

的交易谈

判中表现太过弱势。 在

AIG

接受救

助金后向其衍生品部门员工发放

1.65

亿美元红利的时候， 不少美国

立法人士强烈要求盖特纳辞职。 甚

至有媒体当时煞有其事地开始讨

论盖特纳接班人的事宜。

去年年中，美国国会两党陷入

“债限之争”， 在盖特纳的协调下，

白宫与国会在最后一刻同意上调

债务上限。 但此后有关盖特纳有意

离任的传闻便一直充斥着华尔街。

后来在奥巴马的“力挺”下，盖特纳

还是选择留在了内阁团队中。

今年年初， 盖特纳再度流露

去意， 表示不会在奥巴马总统连

任竞选成功后继续担任财政部长

一职。 当时有分析人士称奥巴马

赢得大选之日或许就是盖特纳告

别财政部之时。 不过在大选结束

后， 白宫发言人卡尼透露称盖特

纳将留任至总统宣誓就职后，并

表示盖特纳是“财政悬崖”谈判中

的核心参与者。

在经历去年的“债限之争”后，

盖特纳已经获得了部分国会共和党

人的认可，被视为居中调节的“公道

人”。因此在本次“财政悬崖”解决方

案的谈判中，他也被寄予厚望。

新财长悬念待揭晓

考虑到财政部长是美国政府

中最有影响的职位之一， 盖特纳

的继任人选成为华尔街和媒体关

注的焦点。眼下，现任白宫办公厅

主任、 在奥巴马和克林顿政府都

当过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的杰

克·卢呼声最高。现年

57

岁的卢一

直是奥巴马最依赖的内部顾问团

队的关键人士， 作为奥巴马最信

得过的财政专家， 他是奥巴马同

国会共和党就“财政悬崖”问题谈

判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

卢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政

府任职， 起初曾在卡特和里根政

府时期为时任众议长奥尼尔担任

幕僚。 《国家杂志》将他称为美国

政坛的“终极内部人”。 不过共和

党方面可能对卢不太满意， 在去

年“债限之争”中代表白宫与国会

协商调高举债上限时， 卢曾与共

和党议员闹得相当不愉快， 身为

共和党党首的博纳甚至曾要求奥

巴马把卢“打入冷宫”。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白宫幕僚

长厄斯金·鲍尔斯也是潜在的热

门人选。 他对美国财政问题有着

较深入的研究， 此前曾接受奥巴

马指派， 与共和党前参议员辛普

森组成跨党派的美国全国财政责

任和改革委员会。 该委员会当时

提出了一份解决美国财政赤字问

题的路线图（即辛普森

-

鲍尔斯计

划）， 力争在未来十年内削减

4

万

亿美元财政赤字， 但最后由于两

党分歧过大未被正式采纳。 但这

份路线图被视为两党就财政赤字

问题展开严肃认真谈判的起点。

美国还有可能迎来有史以来

首位女财长。 克林顿时期的美国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泰森是媒

体预测的潜在财长继任人选之

一。 她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哈斯商学院担任教授，是难得

的拥有杰出的从政技能的经济

学家。

财政部负责国内金融事务的

副部长米勒也有可能成为盖特

纳的继任者，她曾在美国投资公

司普信集团担任了

26

年的共同

基金和固定收益专家， 在财政

部， 米勒不仅管理着美国的债

务，还是证券改革和银行业务方

面的顶级专家之一。 此前美国政

府曾提出可考虑由米勒接替夏

皮罗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主席，但被她拒绝。

英国逮捕三名操纵LIBOR嫌疑人

英国伦敦金融城警察局

１１

日逮捕了

３

名与伦敦银行间同

业拆解利率（

ＬＩＢＯＲ

）操纵案有

关的嫌疑人， 但没有公布具体

姓名。

英国重大诈骗案检查局今

年

７

月份开始对

ＬＩＢＯＲ

案展开刑

事调查。 该检查局当天发表声明

说，

３

名嫌疑人均为居住在英国

的英国公民， 年龄分别为

３３

岁、

４１

岁和

４７

岁，已分别在各自家中

被逮捕。

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称，

其中一人为曾在瑞士银行和花

旗银行工作的交易员托马斯·

海耶斯， 他在

２０１０

年因被怀疑

参与操纵

ＬＩＢＯＲ

而被花旗银行

解雇。

今年

６

月， 英国巴克莱银行

因操纵

ＬＩＢＯＲ

而被英美监管机

构共罚款约

４．５

亿美元， 并导致

多名高管引咎辞职。 据《金融时

报》报道，全球多家银行或存在

类似行为， 目前有

１６

家银行在

接受调查。

英国重大诈骗案检查局负责

调查和起诉重大和复杂的欺诈

案， 主要职责是阻止英国社会出

现影响并危害公众对金融体制信

心的重大刑事诈骗。

ＬＩＢＯＲ

是对银行间相互借贷

的利率估算， 是测试银行业整体

健康状况的风向标， 也是住房抵

押贷款等多种金融产品的基准利

率，全球大约有

３６０

万亿美元的金

融产品参照这一利率。 多年来，

ＬＩＢＯＲ

定价基于估值计算， 由

１６

家银行每天向英国银行家协会提

交借贷利率估值， 后者去除最高

的

４

个估值和最低的

４

个估值，通

过计算余下

８

个估值的平均值得

到每天的

ＬＩＢＯＲ

。 这一定价机制

假设各银行如实汇报自己估计的

借贷利率。

操纵

ＬＩＢＯＲ

丑闻曝光后，英

国金融管理局负责人马丁·惠特

利建议对这一体制进行大幅改

革， 包括剥夺银行家协会的相关

权力， 新成立监督小组制定一套

新的行为准则等。 （张越男）

杰克·卢

厄斯金·鲍尔斯

泰森

玛丽·米勒

沃林

拉里·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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