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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财经

Overseas

穆迪上调爱尔兰评级展望

调降乌克兰评级至

Caa1

□本报记者 陈听雨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

20

日发

表声明， 重申爱尔兰主权外币

Ba1

信用评级，并将评级展望由

之前的负面提高至稳定。 穆迪

称，本次上调爱尔兰评级展望，

首要原因是爱尔兰政府之前实

行的财政整固政策效果已经显

现， 经济增长和债务偿还能力

都在逐步恢复， 政府债务在国

内生产总值（

GDP

）中的占比有

望下降。

穆迪称， 在欧盟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IMF

）多措施救助下，

爱尔兰国债再次被金融市场打压

的可能性降低， 爱尔兰政府已证

明具有在私人市场和其他多种渠

道发债的能力。穆迪预计，爱尔兰

将在

2014

年达到收支盈余。

分析人士表示，

Ba1

的评级

依然是穆迪评级体系下的 “垃

圾”级别。 其他国际评级机构中，

标普对爱尔兰的评级为

BBB+

，为

投资级别评价， 展望为积极；惠

誉对爱尔兰的评级为

BBB+

，展望

为稳定。

20

日，穆迪还将乌克兰的主

权信用评级由之前的

B3

进一步

调降至

Caa1

；同时不排除继续调

降评级的可能性。 穆迪指出，该

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处在非常低

的水平，却仍面临国内需求的持

续增长。 直到

2014

年末，此期间

外币计价债务的偿付规模将越

来越大。 此外， 乌克兰的主权

评级受到政府发行财政部承兑

票据决定的压力，这种工具不会

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

欢迎。 另外，该国正在讨论重新

引入对非现金外汇买入交易征

税，该税种此前已被

IMF

消除。 穆

迪声明中提及了俄罗斯对乌克

兰与欧盟将在

11

月签订互助协

议展开的谈判的不满，“虽然从

支持该国经济和政治改革角度

来说，签订这个协议的前景对乌

克兰的信用是积极的，但是俄罗

斯的消极回应，短期看对该国信

用状况有不利影响”。

■ 一周国际财经前瞻

9月23日

欧元区公布

９

月制造业和服务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

德国公布

９

月制造业和服务业采

购经理人指数初值

9月24日

德国发布

９

月

ＩＦＯ

商业景气指数

美国公布

９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9月25日

美国公布

８

月耐用品订单和新房

销售量

9月26日

法国公布

９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英国公布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终值

美国公布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修正值

美国公布上周季调后首次申领

救济金人数

9月27日

日本公布

８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法国公布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终值

欧元区发布

９

月份消费者信心指

数终值

美国公布

８

月份个人收入和个人

开支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讲话

全球股基上周“吸金”额创

6

年新高

美股基全年实现资金净流入概率大

□本报记者 张枕河

美国新兴市场基金投资研究

公司（

EPFR

）公布的最新周度资金

流向报告显示，受到美联储意外维

持货币宽松规模不变，助推全球股

市大涨的利好因素推动， 在截至

9

月

18

日的一周内，

EPFR

监测的全

球股票基金净吸金额达到

259.4

亿

美元，当周资金净流入量创下

2007

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新高。 其中，美

国股基净吸金额高达

170

亿美元。

美国股基强势吸金

EPFR

数据显示， 在截至

9

月

18

日的一周内， 美国股基净吸金

170

亿美元，中小盘股基金继续温

和吸金， 大盘股基金则实现了强

势反弹，大规模吸引资金净流入。

从目前的统计来看， 美国股基实

现全年资金净流入的概率已经非

常大。与此同时，美联储政策的出

人意料、 美国股基的强劲表现使

得发达市场股基当周出现了

2000

年第四季度以来最大规模的周度

资金净流入， 全球股票基金的资

金净流入量也创下

6

年来的新高。

EPFR

在报告中指出，在备受

瞩目的美联储

9

月例会以前，大多

数的投资者， 特别是机构投资者

都预计其会在本次会议上小幅削

减目前的资产购买规模。 但在投

资者已经逐步接受并消化该观点

时， 美联储却突然按兵不动，将

“退出”的时间点至少又向后延长

一个月， 使市场对流动性收紧的

担忧瞬间消失。 尽管美联储即使

选择退出， 一开始的规模也将是

很小的， 但是这种心理因素直接

助推了美股上扬， 美股道指和标

普

500

指数双双再度刷新历史新

高，外围股市也随之上涨。

全球债基连续“失血”

EPFR

数据还显示， 在截至

9

月

18

日的一周内， 全球债券基金

连续第八周出现资金净流出，但

是资金外流的势头有所减缓。 该

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 投资者对

一些美国已被视作“垃圾债券”的

品种以及部分新兴市场债券的兴

趣明显提升。 尽管新兴市场债基

仍扩大着自

5

月底以来的资金净

流出趋势， 但是净赎回额创下近

16

周以来的新低。

此外， 全球货币市场基金则

实现了温和的资金净流入， 投资

者对日元和欧元相关基金的资金

投入额， 很大程度地抵消了直接

受到冲击的美元相关基金的资金

赎回额。

EPFR

数据还显示，按类别的

统计显示，美国高收益债券基金、

亚洲（除日本外）股票基金以及大

宗商品分类基金上周表现上佳，

资金净流入额分别创下其近

8

周、

33

周以及

42

周以来的新高。 科技

板块基金以及欧洲股基的周度新

增投资资金也均创下

2011

年下半

年以来的新高。

美联储没有立即收紧货币政

策， 对多国金融市场均构成利好，

按国别的统计显示， 截至

9

月

18

日

当周，西班牙股基已经开始吸引大

量投资者， 而该国债基从

4

月中旬

以来就出现转好迹象；英国股票基

金出现

2010

年第一季度以来最大

规模的周度资金净流入；韩国股基

也触及了

39

周来的高位，该国债基

则创下今年

3

月以来的新高。

德国新政府难成欧元区稳定器

□本报记者 陈听雨

德国议会选举于

22

日正式

举行投票，当地时间

9

月

23

日中

午，此次选举结果将揭晓。 德国

民意调查显示， 默克尔几乎可

以肯定将连任政府总理， 目前

的焦点问题是默克尔将领导一

个怎样的政府， 这个政府对尚

未脱离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将意

味着什么。 此次选举最可能出

现两种结果： 原先的中右翼联

盟得以为继；或被迫组建左、右

翼同盟。 但无论出现哪种情况，

新一届德国政府都将是一个不

稳定的“决策体”，难以成为帮

助欧元区摆脱债务危机困境的

稳定器。

第一个可能出现的结果

是， 原有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和自由民主党

(FDP)

在德

国下议院组成的执政联盟继续

存在。 这可能意味着，德国政府

原先的大部分执政方针将维持

不变；但同时意味着，新政府将

继续缺少在德国上议院的多数

席位，而上议院存在众多“欧元

怀疑论”成员，这一直是阻挠德

国在欧债危机诸多问题上放低

姿态的根源。

第二个可能出现的结果

是， 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

主党无法赢得组建联合政府的

票数， 只能和左翼中最大的社

会民主党

(SPD)

组建“政治大同

盟”， 这意味在

5

党控制的德国

议会中， 左派政党控制了多数

席位。 如果这种可能出现，对默

克尔而言， 组建新政府的谈判

将是非常艰苦的，“政治大同

盟”的预期可能是不稳定的。 尽

管从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承诺

看，“组建执政联盟不会包括最

小的左倾政党”，目前可以暂时

排除左翼党建立执政联盟的可

能性； 但不能排除社会民主党

在政府组阁后改变策略， 与其

它左派政党建立三党联盟的可

能性， 默克尔面临的是一个随

时可能背叛的“同盟”。

一直以来，德国政坛都是随

着联邦议院左、右势力的变化而

变化。 目前下议院共有五大党

派， 其中右派有基督教民主联

盟、自由民主党；左派有社会民

主党、绿党和左派党。 但民调显

示，此次选举很可能会闯入一匹

黑马：德国新选择党。 该党成立

于今年初，打着鲜明的“退出欧

元区” 旗帜。 从目前的情况看，

“政治大同盟” 的结果很可能会

出现。尽管社会民主党在上议院

占有优势席位，但选民并不愿意

放弃基督教民主联盟宣扬的经

济安全意识，大部分选民希望出

现“政治大同盟”。

一个是缺少上议院多数席

位的中右翼政府， 一个是内部

激烈纷争的 “政治大同盟”，很

难预见默克尔将如何顺利完成

整个任期。 一旦欧盟出现重大

决策或欧元区单一货币命运受

到威胁， 需要德国关键的一票

时， 社会民主党若无法象过去

那样支持默克尔在欧洲政策上

的决定， 欧洲政坛将很难听到

德国发出统一的声音。 届时，新

一轮的德国大选或将迫在眉

睫。 此外，本次大选结束后，希

腊、葡萄牙、爱尔兰等边缘国家

救助问题以及欧洲银行联盟问

题的谈判都将陆续展开， 由于

新政府内不同党派势力的角逐

和制约，谈判过程将更加艰难，

欧元区高负债国获得救助款恐

难上加难。

另外， 此次选举的结果还

可能对欧盟和欧元区与德国的

关系产生某些微妙影响。 近来，

默克尔已经就其欧盟政策有了

明晰阐述， 其中首要的便是她

主张大力削减欧盟的官僚体系

规模、 让欧盟成员国在关乎自

身利益的问题上有更多的话语

权。 这个做法暗含的是德国政

府将在未来欧洲事务中能更多

地坚持自己的固有主张， 维护

德国的利益。 在欧洲一体化进

程及欧债危机救助问题上，德

国的态度举足轻重。 目前来看，

一旦外界需要德国在上述事宜

上“出钱出力”，默克尔新政府

恐将在议会方面面临诸多掣肘

因素。

全球最大商品对冲基金将清盘

□本报记者 陈听雨

据道琼斯通讯社报道， 全球

最大的两只商品对冲基金之一、

英国著名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克莱

夫资本（

Clive Capital

）日前在致

投资者的信中称， 目前经济调整

周期内，“适合投机获利的机会和

需求都有限”， 连续

3

年亏损几成

定局。 该基金计划于本月底启动

清盘程序， 届时将向投资者返还

资金约

10

亿美元。

克莱夫资本是

2007

年底在英

国伦敦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合伙

公司，其多元化、密集型投资组合

包含了全球能源、基础金属、贵金

属、谷物、植物油、农副产品、软商

品、 肉类在内的各类商品交易，投

资几乎遍及商品市场所有标的。克

莱夫资本表示， 金融危机爆发前，

旺盛的经济需求与商品供应周期

曾“让我们拥有强劲的回报”；但眼

下的投资组合方式已无法产生前

些年的高回报率；目前还不清楚商

品获利的环境何时能重新好转。

资料显示， 克莱夫资本成立

之初曾有过耀眼的业绩，

2008

年

回报率逾

44%

；

2009

年为

17%

；

2010

年达到

19.75%

。 但到

2011

年， 克莱夫资本出现

9.92%

的亏

损；

2012

年亏损为

8.81%

；今年截

至

9

月份，该基金已亏损

4.8%

。

分析人士表示， 本世纪前十

年全球商品市场的繁荣， 主要来

自迅猛增长的新兴经济体需求刺

激， 如今全球增长放缓导致新兴

经济体消费需求下降，与此同时，

天然气、铜、玉米等商品供应持续

攀升。

2011

年初至今，铜价下跌了

25%

；油价只是短暂上涨；天然气

市场几乎与波动性绝缘， 投资商

品的对冲基金已失去市场吸引

力， 处于回报率下降和投资者赎

回的双重困境。早在

2009

年底，克

莱夫资本就已表示拒绝新投资者

加入， 希望在相对较小的商品市

场保持投资的灵活性，但近

3

年来

该基金业绩一直未能重拾升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