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稿： 大宗商品沉浮录：“拉而不响”的

战争警报

本报记者 官平

7月以来，埃及与叙利亚动荡不安，美叙

战争在纠结中似乎一触即发，大宗商品市场

亦随之剧烈波动。 但千钧一发之际，美国却

因顾虑而迟迟未见行动， 局势变数陡增，使

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大起大落，上演

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沉浮录”。

导演这出“沉浮录”的无疑是强势的美

国。 多位大宗商品专家表示，美国对中东的

石油依赖度逐渐降低，搅乱中东只为强化其

在该地区的政治地位，但战争导致的高油价

明显制约了美国自身以及中国等其他国家

的经济复苏进程，这使美国“蹑手蹑脚”，但

从货币层面看， 战争可能吸引美元回流，促

进美国经济复苏。

“拉而不响”的战争警报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是中东的“心

脏”， 其首都大马士革是伊斯兰四大宗教圣

地之一，号称“人间的花园、地上的天堂”。美

中不足的是，叙利亚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周

边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兵家之地”决定其

无法享受片刻安宁。

无论石油还是天然气资源，在叙利亚可

谓贫瘠， 但叙利亚地处能源运输的中枢，使

得美国“虎视眈眈”。去年8月，奥巴马划出化

武即动武的“红线”，同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

里就表示有意对叙动武，但迫于多方“干涉”

而暂停干戈。

今年8月19日（下无特殊注明，均为华盛

顿时间）， 美国突然就叙利亚问题发表强烈

声明，称无法容忍叙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行

为。 4天后，8月23日奥巴马就在电视讲话中

突然提及叙利亚内战已经涉及美国“核心利

益”，并称已有“较为确凿的证据”表明叙政

府军使用了化学武器。 在随后的一周，美国

高调表态将对叙利亚动武，英法等国亦磨刀

霍霍。

战胜看似已“箭在弦上”，这很快激起了

敏感的大宗商品市场的化学反应。纽约原油

期货价格从8月低点每桶101.82美元升至8月

28日最高的112.24美元，涨幅超过10%，同期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亦从每盎司1271.8美元

低点探至1434美元，涨幅一度接近13%。

中证期货资深研究员刘建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由于市场预期战争可能令中东

地区原油供应受阻，一些国际投行也迫不及

待给出了强烈看多原油和黄金的预期，全然

不顾4个月前发出的 “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

束”、“原油黄金丧钟响起”的论调。

高盛集团9月3日发布报告称，将2013年

下半年黄金价格预估从1300美元 /盎司上调

至1388美元/盎司， 但维持中期和长期均价

预估不变。 而在今年上半年，高盛多次下调

其对2013年黄金价格的预估， 并称5年内金

价将跌至1200美元/盎司。

不过，8月3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

表示，决定采取不派驻地面部队的“有限军

事行动”，但仍将寻求国会支持。局势开始面

临更多的变数，果不其然，而后俄罗斯开始

插足，提出叙利亚“去化武”可免一战，使得

战争疑云有所淡化。

战争警报“拉而不响”，大宗商品市场亦

明显解读了“其中之意”，在9月10日，原油、

黄金价格纷纷大幅回调，几乎抹去此前一半

的“战争溢价”。以原油为例，刘建指出，当前

叙利亚局势，除非叙利亚问题在近期得到非

武力解决，否则无论是否爆发局部或者大规

模战争，均会推高油价上行风险。 倘若叙利

亚局势僵持，介于打与不打之间，市场对战

争担忧带来的风险溢价将是短期内的主导

因素；倘若叙利亚爆发战争，石油市场将面

临供给冲击与风险溢价的双重驱动。

就局势演变来看，格林期货研发总监李

永民认为，由于联合国安全检查小组推迟了

对叙利亚的检查，加上俄罗斯的反对，政治

谈判可能代替战争，由此导致原油、黄金等

大宗商品出现大幅回落。

李永民说，战争事爆发还会引发市场资

金保值避险的需求， 导致黄金的需求量增

加，因此，战争往往会导致黄金期货价格和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进而蔓延到以原油为原

材料的化工板块和与原油相关的其他板块。

大宗商品“战争溢价”几何？

在过去的40年间， 中东地区发生了6次

较有影响力的战争，分别是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3年10月6日至1973年10月22日）、 伊朗

革命及两伊战争 （1978年10月至1980年12

月）、海湾战争（1990年8月至1991年2月）、科

索沃战争 （1999年3月22日至1999年6月10

日）、伊拉克战争（2003年3月20日至2003年5

月2日）以及利比亚战争（2011年3月17日至

2011年10月23日）。

按以往经验，只要爆发战争，原油消费

量不仅会有所增加，原油供应量也会受到明

显影响。国元期货研发中心总经理姜兴春表

示，历次中东战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油

价，间接影响大宗商品上涨，但战争会影响

经济增长， 上涨之后大宗商品面临长期颓

势。

从地缘政治或者局部战争的角度来看，

国际原油和贵金属受影响最为明显。对比历

史数据可以发现，战争对原油的影响是先扬

后抑的。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程小

勇表示，从以往中东战争来看，商品受影响

也和宏观环境有关系，在经济过热和高通胀

的环境下，战争对原油和贵金属的提振有叠

加利好作用，战争导致商品利多，主要是通

过原油作为大多数工业品的能源成本来传

导，对原油本身的供需产生冲击，而其他商

品主本身不会对供需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旦原油价格高企，通胀也会升温，而

生产资料甚至部分生活资料的生产成本也

因原油等基础能源价格上涨而水涨船高。 ”

程小勇说。

中金公司近日发布最新研究报告表示，

战争驱动的油价上升持续时间通常在3个月

左右， 从历史数据来看，1990年第一次海湾

战争期间，伊拉克原油供应中断，油价飙升，

仅仅3个月，国际油价急升至42美元的高点；

在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以及2011年利比

亚战争期间，国际油价受驱动上升持续同样

在2至3个月。

不过， 这次似乎与伊拉克和利比亚不

同。 尽管设有伊拉克向欧洲输送石油的管

道，但叙利亚不是主要的石油出产国，这意

味着市场对油价的推高力度可能不会像伊

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那样迅猛。

上述研究报告还称，目前黄金“战争溢

价”在每盎司20美元左右。 历史情景分析显

示，随着叙利亚局势的持续发酵，该风险溢

价可能继续上行至40美元至60美元，而假若

伊朗卷入这场战争的风险显著上升，风险溢

价存在上行至100美元以上的可能性。

但叙利亚局势峰回路转，这顿时令大宗

商品阵脚大乱。 分析人士指出，叙利亚危机

反映出国际社会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俄罗

斯对叙利亚的支持使美国心生忌惮，而美国

经济也不支持奥巴马政府发动一场战争，国

内民众反对声一片，其中还包括奥巴马的妻

子。

美国打的不只是仗还有“算盘”

美国是此仗是为了石油， 还是美元，还

是政治声望？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林伯强表示，美国此次欲军事打击叙

利亚，并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树立政治权

威。 不过，当前美国及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

来之不易，一旦再次挑起战争，将导致高油

价，这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冲击很大，美国也

会受到牵连。

亦有观点认为，美国欲打叙利亚在于保

持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知名期货专家景川

表示，前有伊朗核危机，后有埃及动荡，美国

政府担心难以掌控中东局势。 另外，掌握石

油就掌握了全球经济命脉，尽管美国本身石

油对外依存度下降，但是掌握中东就掌握全

球原油的定价权，还可以制约依靠石油起家

的俄罗斯。

至于美元是否会因为投资环境原因而

回流美国， 世元金行高级研究员肖磊表示，

美元的流向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如战争开

打，刚开始是不利于美国市场的，美国股市

会下跌，国债收益率会上升。

肖磊称，目前真正能够影响美元流向的

依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多的美国

国债需要美联储购买， 而退出QE意味着美

国需要更多的国际投资者购买美债，让美元

回流。 美债市场是一个外交市场，中国作为

美债的主要购买者，美国在各个国际问题上

面也会考虑中国的态度，中国目前担忧的是

资本流出，但人民币依然在升值。

2012年年初，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

战略重心东移的目标， 此后一年多时间内，

美国虽屡次挑起伊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

问题，但除了口头威胁，并没有更多其他行

动， 在埃及和伊拉克国内局势的动荡中，美

国也始终拒绝介入其中，其战略目的较为明

显。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事件，一方面可以

保住美国引导中东民主进程的形象，另一方

面有助于美国通过紧张但不至于失控的局

势维持区域间势力的平衡以避免伊朗坐大，

同时也起到牵制中国的效果，最后还可以腾

出更多精力在东线遏制中国， 可谓一举多

得。

需要看到的是，这一次美国在行动上显

得蹑手蹑脚。肖磊表示，美国有很多顾虑，多

年来巴沙尔政权并未对以色列造成威胁，而

以色列反而更多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美国和

以色列需要思考的是，摧毁掉巴沙尔政权之

后，反对派就能够跟以色列相处融洽吗？

谭显荣 长

江期货有限公司

总裁、湖北省期货

业协会副会长，并

先后被聘为郑州

商品交易所品种

委员会委员、大连

商品交易所交割

委员会委员等。

2010

年荣获 “湖

北省十大优秀青

年企业家”称号。

黄金的“战争情结”

□上海中期 李宁

世界上重大的政治事件、重大突发事件、重要国家的战

争，都会对金价形成很大的影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往

往会导致短期内黄金避险需求攀升，特别是发生在中东地区

的战争，因为中东是世界原油主产地，这些地区的战争会直

接影响原油价格，通胀预期会推升黄金走高，但战争对黄金

的影响又不一而论，要视发生地、持续时间、有否预期等因素

来决定。本文将梳理二战以后发生的主要战争及其对金价的

影响。

首先是

1979

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推动金价走势，

使金价在

1980

年

1

月

21

日达到当时的历史高点———

850

美元

/

盎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世界局势动乱———

1979

年

11

月发生了伊朗挟持美国人质事件，而

12

月又发生了前苏联

入侵阿富汗，金价受避险需求推动，每日以

30-50

美元速度飙

升。但随后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原油价格不断下降，

黄金价格也随之一路跌落。

其次是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

1990

年

8

月

2

日，

伊拉克突然袭击了科威特， 金价由

370.65

美元

/

盎司跳升至

380.70

美元

/

盎司，当日金价上影线较长，短线出现过明显的

涨幅。随后，美国总统批准了“沙漠盾牌”军事计划，整个市场

对开战的预期很高，

8

月

7

日以后，黄金上涨了

20

美元。

但

8

月下旬，市场预期由于伊拉克袭击科威特太突然，美

国还尚未在中东地区做好大规模战斗的准备，“沙漠盾牌”计

划从批准到实行还需要一个过程， 因此黄金出现大幅度回

落。

11

月

29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678

号决议，规定

1991

年

1

月

15

日为伊拉克撤军的最后期限，此后一周，黄金在前期低点

处获得支撑，而且，越靠近美国对伊宣战时间，市场对战争的

预期越强，金价逐渐走高。 但

1

月

17

日真正开战后，市场就由

之前预期战争开始转向预期战争结束，开战后第二天，投资

者抛售黄金，导致金价大跌。

第三，

2001

年美国入侵阿富汗。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组织

撞击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黄金在当日急速冲高至

291

美

元

/

盎司，但随后高位震荡，未有明显上涨。 同年

10

月

7

日，以美

国为首的联军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发动战争， 标志着

世界反恐战争的开始。 与阿富汗作战的国家主要有美国以及

英国、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北约国家，哈萨克斯坦、日

本、韩国、菲律宾等国为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援并在战后派遣军

队驻扎阿富汗，但阿富汗政权不堪一击，金价出现短暂小幅上

涨后，随之而来的是持续一个多月的长足下跌。

第四是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

2003

年

3

月

20

日，美英等国

以伊位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组织为借

口，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公然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大规模军

事打击。 伊拉克战争进行了

40

多天，美国达到了用武力推翻

萨达姆政权的目的。 但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的一个月，黄金

价格一路走低，从

388.90

美元

/

盎司下跌至

331.50

美元

/

盎司，

跌幅达

14.76%

，在战争开始后，黄金仍呈下跌走势。

2003

年

5

月

1

日，布什宣布伊拉克主战场战争结束，黄金价格冲高至

27

日的

374.4

美元

/

盎司，随后接连下滑，

7

月

15

日为

340.68

美元

/

盎司，跌幅达

9%

。随后，金价进入整理期，直至伊朗核问题出

现而重归上涨。

第五是

2011

年的利比亚战争。

2011

年

3

月

18

日，英、意、法

三国联军发动利比亚战争，战事一波三折，卡扎菲政权与反

对派的斗争在利比亚全国城市展开，受到法美以及北约支持

的反对派由弱到强，渐渐控制了局面。 黄金受到利比亚战争

的影响大幅上涨， 自战争前的

2011

年

1

月

28

日的低点

1307.8

美元

/

盎司算起，上涨至

2011

年

5

月

2

日的

1575

美元

/

盎司，涨幅

高达

18.79%

。

由以上分析可见，战争对黄金带来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

上涨。 如果是突发性战争，由于在市场预期之外，因此，金价

往往会产生脉冲式行情，但之后快速下跌的概率较大；如果

是市场预期之内的战争，那么在战争爆发前，金价的上涨基

本已经反映了这种预期，而战争正式爆发则宣告了其对金价

促涨作用的结束。

当前，市场对“有限度打击”的叙利亚战争已有预期，且

正值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关键时点，因此，其对金价

的推涨作用可能并不会很强。 总体来看，二战后的战争都是

局部性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战争

对黄金产生的风险溢价持续的时间往往不会很长。

■

高端访谈

QE退出将给新兴市场

带来双重打击

□本报记者 官平

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在

9

月

17

日、

18

日的

议息会议上正式缩减购债规模。 目前，这一因

素已取代叙利亚问题成为大宗商品走势的主

导者。长江期货有限公司总裁谭显荣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

QE

对美国经济的帮助已呈

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美国对经济复苏信心增

强，相对低廉的原材料价格有利于控制国内的

通胀水平，增强美元的实际购买力，提高美国

人民的幸福指数， 美国经济增长能得以实现

“稳增长、低通胀”健康的经济增长模式。 但对

于新兴市场尤其是资源出口较多的国家而言，

QE

的退出将带来双重打击。

中国证券报：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在

9

月

17

日、

18

日的议息会议上就将正式缩减购债规

模，退出

QE

指日可待。 请问，美联储缩减并退

出

QE

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谭显荣： 深层次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是药三分毒”。

QE

政策使市场货币流动性

充裕，外加极低的借贷成本容易导致市场追逐

收益更高的风险资产（包括大宗商品原材料），

从而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潜在的通胀

风险。控制国内通胀水平也是美联储的一项重

大调控目标。 因此，在保增长的同时缩减并退

出

QE

有利于降低通胀风险。

第二，

QE

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帮助作用出

现边际效应递减。 在次贷危机爆发阶段，

QE

政

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帮助美国企业和民众

恢复信心、帮助银行业走出次贷泥潭；但到了

经济复苏增长阶段，

QE

的作用已经不是非常

明显。经济增长本身的结构性矛盾对经济及就

业增长的影响更大。

第三，美联储对于美国经济走出低谷并开

始复苏的信心在增强。美国市场投资机会在不

断增多，资本市场吸引力在不断增强，能够吸

引更多的资金回流美国，更有利于创造更多的

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证券报：

QE

缩减到退出这个阶段，原

油、铜、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会有什么影响？这

对于美国经济复苏有何意义？对新兴经济体国

家会有哪些影响？

谭显荣：对于美国而言，相对低廉的原材

料价格有利于控制国内的通胀水平，增强美元

的实际购买力， 提高美国人民的幸福指数，美

国经济增长能得以实现“稳增长、低通胀”健康

的经济增长模式。 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的

“黄金十年”正是处于这种模式之中。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

QE

的退出导致资金

回流美国， 国际热钱纷纷从新兴市场国家流

出，导致本国货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现象加

剧，利率上涨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融资成本

上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从而引发潜在

的社会政治危机。 此外，除原油外其他大宗商

品价格的持续走低，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

对于原材料需求趋于稳定或减少，会使得那些

资源出口占比较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南

非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遭受美联储退出

QE

政策的双重打击。

中国证券报：叙利亚局势紧张，大宗商

品价格大幅震荡。 对于投资者而言，风险与

机会俱在。您认为，风险因素有哪些，机会又

有哪些？

谭显荣：风险因素来自于叙利亚战争是否

爆发的不确定性。 尽管叙利亚已接受“交出化

武保平安”的方案，换取美国暂缓动武，但是仍

然会对中东地区的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

等产油大国的局势产生直接影响。

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三

分之一。虽然叙利亚地区不是主要产油国，但

该国靠近波斯湾主要海上石油运输航线和管

道。 每日经由波斯湾运输的原油和精炼油有

数百万桶。因此，叙利亚局势的消息及进展都

将对原油期价构成影响及冲击， 短期油价涨

跌将受地缘政治主导。 叙利亚战争的打与不

打对短期大宗商品价格会起到方向性的指引

作用。

反过来对于机会而言，投资者需要牢牢

把握叙利亚局势日趋明朗后的确定性行情，

掌握战争本身对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实质性

影响。 比如黄金具备避险属性，一般会在战

前短暂上涨，但涨势难以持续，开战后或者

战争持续一段时间战局相对稳定后便出现

下跌。

7

月以来，埃及与叙利亚动荡

不安， 美叙战争在纠结中似乎一

触即发， 大宗商品市场亦随之剧

烈波动。但千钧一发之际，美国却

因顾虑而迟迟未见行动， 局势变

数陡增，使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

价格大起大落， 上演了一场惊心

动魄的“沉浮录”。

导演这出“沉浮录”的无疑是

强势的美国。 多位大宗商品专家

表示， 美国对中东的石油依赖度

逐渐降低， 搅乱中东只为强化其

在该地区的政治地位， 但战争导

致的高油价明显制约了美国自身

以及中国等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

进程，这使美国“蹑手蹑脚”，但从

货币层面看， 战争可能吸引美元

回流，促进美国经济复苏。

大宗商品“战争溢价”几何？

在过去的

40

年间，中东地区发生了

6

次

较有影响力的战争， 分别是第四次中东战

争（

1973

年

10

月

6

日至

1973

年

10

月

22

日）、伊

朗革命及两伊战争 （

1978

年

10

月至

1980

年

12

月）、 海湾战争 （

1990

年

8

月至

1991

年

2

月）、科索沃战争（

1999

年

3

月

22

日至

1999

年

6

月

10

日）、伊拉克战争（

2003

年

3

月

20

日至

2003

年

5

月

2

日）以及利比亚战争（

2011

年

3

月

17

日至

2011

年

10

月

23

日）。

按以往经验，只要爆发战争，原油消费

量不仅会有所增加， 原油供应量也会受到

明显影响。 国元期货研发中心总经理姜兴

春表示， 历次中东战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

高了油价，间接影响大宗商品上涨，但战争

会影响经济增长， 上涨之后大宗商品面临

长期颓势。

从地缘政治或者局部战争的角度来

看，国际原油和贵金属受影响最为明显。 对

比历史数据可以发现， 战争对原油的影响

是先扬后抑的。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

助理程小勇表示，从以往中东战争来看，商

品受影响也和宏观环境有关系， 在经济过

热和高通胀的环境下， 战争对原油和贵金

属的提振有叠加利好作用， 战争导致商品

利多， 主要是通过原油作为大多数工业品

的能源成本来传导， 对原油本身的供需产

生冲击， 而其他商品本身不会对供需产生

很大的影响。

“一旦原油价格高企， 通胀也会升温，

而生产资料甚至部分生活资料的生产成本

也因原油等基础能源价格上涨而水涨船

高。 ”程小勇说。

中金公司近日发布最新研究报告表

示，战争驱动的油价上升持续时间通常在

3

个月左右，从历史数据来看，

1990

年第一次

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原油供应中断，油价

飙升，仅仅

3

个月，国际油价急升至

42

美元

的高点； 在

2003

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以及

2011

年利比亚战争期间， 国际油价受驱动

上升持续同样在

2

至

3

个月。

不过， 这次似乎与伊拉克和利比亚

不同。 尽管设有伊拉克向欧洲输送石油

的管道， 但叙利亚不是主要的石油出产

国， 这意味着市场对油价的推高力度可

能不会像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那样

迅猛。

上述研究报告还称，目前黄金“战争溢

价”在每盎司

20

美元左右。 历史情景分析

显示，随着叙利亚局势的持续发酵，该风

险溢价可能继续上行至

40

美元至

60

美元，

而假若伊朗卷入这场战争的风险显著上

升， 风险溢价存在上行至

100

美元以上的

可能性。

但叙利亚局势峰回路转， 这顿时令大

宗商品阵脚大乱。 分析人士指出，叙利亚危

机反映出国际社会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

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支持使美国心生忌惮，

而美国经济也不支持奥巴马政府发动一场

战争，国内民众反对声一片，其中还包括奥

巴马的妻子。

美国打的不只是仗 还有“算盘”

美国此仗是为了石油，还是美元，亦或

是政治声望？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 美国此次欲军事打

击叙利亚，并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树立政

治权威。 不过，当前美国及全球经济复苏的

势头来之不易，一旦再次挑起战争，将导致

高油价，这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冲击很大，美

国也会受到牵连。

亦有观点认为， 美国欲打叙利亚在于

保持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 知名期货专家

景川表示， 前有伊朗核危机， 后有埃及动

荡， 美国政府担心难以掌控中东局势。 另

外，掌握石油就掌握了全球经济命脉，尽管

美国本身石油对外依存度下降， 但是掌握

中东就掌握全球原油的定价权， 还可以制

约依靠石油起家的俄罗斯。

至于美元是否会因为投资环境原因而

回流美国，世元金行高级研究员肖磊表示，

美元的流向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如战争开

打，刚开始是不利于美国市场的，美国股市

会下跌，国债收益率会上升。

肖磊称， 目前真正能够影响美元流向

的依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多的

美国国债需要美联储购买，而退出

QE

意味

着美国需要更多的国际投资者购买美债，

让美元回流。 美债市场是一个外交市场，

中国作为美债的主要购买者，美国在各个

国际问题上面也会考虑中国的态度，中国

目前担忧的是资本流出，但人民币依然在

升值。

2012

年年初， 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

出战略重心东移的目标， 此后一年多时间

内，美国虽屡次挑起伊朗、叙利亚和巴勒斯

坦等问题，但除了口头威胁，并没有更多其

他行动， 在埃及和伊拉克国内局势的动荡

中，美国也始终拒绝介入其中，其战略目的

较为明显。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事件，一方面可以

保住美国引导中东民主进程的形象， 另一

方面有助于美国通过紧张但不至于失控的

局势维持区域间势力的平衡以避免伊朗坐

大，同时也起到牵制中国的效果，最后还可

以腾出更多精力在东线遏制中国， 可谓一

举多得。

需要看到的是， 这一次美国在行动上

显得蹑手蹑脚。 肖磊表示， 美国有很多顾

虑， 多年来巴沙尔政权并未对以色列造成

威胁， 而以色列反而更多支持叙利亚反对

派。 美国和以色列需要思考的是，摧毁掉巴

沙尔政权之后， 反对派就能够跟以色列相

处融洽吗？

“拉而不响”的战争警报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是中东的

“心脏”， 其首都大马士革是伊斯兰四大宗

教圣地之一，号称“人间的花园、地上的天

堂”。 美中不足的是，叙利亚重要的地理位

置以及周边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兵家之

地”决定其无法享受片刻安宁。

无论石油还是天然气资源， 在叙利亚

可谓贫瘠，但叙利亚地处能源运输的中枢，

使得美国“虎视眈眈”。 去年

8

月，奥巴马划

出化武即动武的“红线”，同年美国前国务

卿希拉里就表示有意对叙动武， 但迫于多

方“干涉”而暂停干戈。

今年

8

月

19

日（下无特殊注明，均为华

盛顿时间），美国突然就叙利亚问题发表强

烈声明， 称无法容忍叙政府使用化学武器

的行为。

4

天后，

8

月

23

日奥巴马就在电视讲

话中突然提及叙利亚内战已经涉及美国

“核心利益”，并称已有“较为确凿的证据”

表明叙政府军使用了化学武器。 在随后的

一周，美国高调表态将对叙利亚动武，英法

等国亦磨刀霍霍。

战胜看似已“箭在弦上”，这很快激起

了敏感的大宗商品市场的化学反应。 纽约

原油期货价格从

8

月低点每桶

101.82

美元升

至

8

月

28

日最高的

112.24

美元， 涨幅超过

10%

， 同期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亦从每盎司

1271.8

美元低点探至

1434

美元，涨幅一度接

近

13%

。

中证期货资深研究员刘建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由于市场预期战争可能令中东

地区原油供应受阻，一些国际投行也迫不及

待给出了强烈看多原油和黄金的预期，全然

不顾

4

个月前发出的 “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

束”、“原油黄金丧钟响起”的论调。

高盛集团

9

月

3

日发布报告称， 将

2013

年下半年黄金价格预估从

1300

美元

/

盎司上

调至

1388

美元

/

盎司， 但维持中期和长期均

价预估不变。 而在今年上半年，高盛多次下

调其对

2013

年黄金价格的预估，并称

5

年内

金价将跌至

1200

美元

/

盎司。

不过，

8

月

31

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

宫表示，决定采取不派驻地面部队的“有限

军事行动”，但仍将寻求国会支持。 局势开

始面临更多的变数，果不其然，而后俄罗斯

开始插足，提出叙利亚“去化武”可免一战，

使得战争疑云有所淡化。

战争警报“拉而不响”，大宗商品市场

亦明显解读了“其中之意”，在

9

月

10

日，原

油、黄金价格纷纷大幅回调，几乎抹去此前

一半的“战争溢价”。 以原油为例，刘建指

出，当前叙利亚局势，除非叙利亚问题在近

期得到非武力解决， 否则无论是否爆发局

部或者大规模战争， 均会推高油价上行风

险。 倘若叙利亚局势僵持，介于打与不打之

间， 市场对战争担忧带来的风险溢价将是

短期内的主导因素；倘若叙利亚爆发战争，

石油市场将面临供给冲击与风险溢价的双

重驱动。

就局势演变来看， 格林期货研发总监

李永民认为， 由于联合国安全检查小组推

迟了对叙利亚的检查，加上俄罗斯的反对，

政治谈判可能代替战争，由此导致原油、黄

金等大宗商品出现大幅回落。

李永民说， 战争事爆发还会引发市场

资金保值避险的需求， 导致黄金的需求量

增加，因此，战争往往会导致黄金期货价格

和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进而蔓延到以原油

为原材料的化工板块和与原油相关的其他

板块。

大宗商品沉浮录：“拉而不响” 的战争警报

□

本报记者 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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