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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球市场展望

随着美国标准普尔

500

指

数在

11

月创下历史新高，人们

对于

2014

年投资前景充满各

种期待。值此年终岁尾，《彭博

市场》 杂志汇聚全球

8

位顶尖

投资经理人，展望

2014

年全球

投资市场亮点。

受访的

8

位投资经理人一

致看好

2014

年的美国、欧洲及

新兴市场。 具体而言，在共同

基金市场，他们建议，若要避

免脚踩“地雷”，应更多关注美

国和欧洲市场。 行业方面，在

2013

年表现抢眼的美国医疗

保健类股，因受奥巴马医改削

减对医院投入的影响，新的一

年或表现不佳；同时，近几年

表现良好的生物科技股也已

积聚不少泡沫，未来一年投资

该类股应

小 心 为

上。

终 于

摆脱经济

衰退之困

的欧洲目

前正充满

各种机会，

特别是在

后危机整

合时代，包

括媒体业

及西班牙

的银行业

等重点整

合对象都

值得关注。

不过就仍

然危机四

伏的新兴市场而言，关

注墨西哥这样负债情

况良好的市场当为明智之选。

同时， 各位经理人仍看好黄金

东山再起， 而亚洲市场小盘股

或大有斩获。

以下是各投资经理人的

观点摘要：

来自巴尔的摩投资公司

的基金经理比尔·米勒看好美

国联合航空公司。 他认为，当

前美联航的股票估值偏低，且

在行业内的养老金负担较小，

近期又刚刚与大陆航空合并，

因此发展前景可期。

而罗威普莱斯投资集团

的基金经理迪恩·特内莱利认

为，由于西班牙宏观调控得当，

未来复苏已显而易见， 同时欧

洲市场各企业利润水平尚未恢

复危机前的状态， 因此有利于

投资者前期进场“捡便宜”。 特

内莱利不看好能源市场前景，

他认为， 美国页岩气开发热潮

导致美国能源进口需求减少，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能源市

场供需格局， 各石油服务公司

未来一年将继续在价格、 利润

和产量等方面展开竞争。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

基金经理丹·伊万斯恩则力挺

墨西哥市场，并坚信墨西哥会

在新一年领跑新兴市场，其理

由就是墨西哥负债情况良好，

且政策灵活性强 。

富达投资集团的基金经

理瑞基科尔认为，虽然需谨防

生物科技股泡沫，但对于涉及

基因构成的医药股则应重点

关注，因该类股可谓生物医药

界 的 一

大突破，

未 来 将

改 变 医

药 市 场

生态。

景 顺 基

金 的 基

金 经 理

人 史 蒂

夫·曹则

建 议 关

注印尼、

印 度 等

亚 洲 新

兴 市 场

的 中 小

盘股。同

时 他 认

为，随着

中国等主要新兴国家

发展减速，全球大宗商

品需求正在减缓，因此应力避

商品期货，特别是铁和铜。

伊顿万斯投资公司的基

金经理凯瑟琳·加夫尼认为，

电信行业内的整合并购为新的

一年提供了投资良机， 而政府

债券则是未来最缺乏吸引力的

投资品种， 当前国债价格水平

过高，短期利率亦很难上调。

而护照资本管理公司创

始人约翰·博班克则继续将科

技股奉为投资法宝，同时看好

美国、中国和日本的互联网科

技公司。他还认为奥巴马医改

会损伤一批健康医疗股，而随

着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退潮，一度被打压的黄金将东

山再起，黄金价格有望在

2014

年上涨两到三成。（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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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达文 巴克莱旧帅东山再起

□本报特约记者 吴心韬 伦敦报道

本周， 非洲投资公司Atlas� Mara�

Co-Nvest公司成功登陆伦敦证交所，

首次公开募股筹资3.25亿美元， 吸引了

金融城众多目光。从规模上看，这笔IPO

案放在伦敦资本市场的大海里不过是

沧海一粟，但之所以赚人眼球是其创办

人之一是巴克莱集团前首席执行官博

达文（Bob� Diamond）———一个曾经

在伦敦金融城乃至全球呼风唤雨的人

物， 后因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

率）操纵丑闻而在去年黯然离职。

慧眼识非洲

此宗IPO案吸引眼球的还在于，

Atlas� Mara的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是

非洲很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阿希什·塔

卡尔（Ashish� Thakkar），一名年仅32

岁的英籍乌干达裔企业家，其15岁便成

立公司，目前创办的Mara集团业务遍布

非洲，是冉冉上升的一颗商业新星。

众所周知， 巴克莱集团在非洲影

响力和渗透力很大， 集团非洲业务机

构———巴克莱非洲集团是非洲最大的

金融企业之一。 博达文执掌巴克莱投

行业务乃至整个集团期间， 他在非洲

业务上倾注了不少心血， 其中包括合

并非洲联合银行， 提高集团在非洲市

场的占有率和利润率等。另外，博达文

还通过其名下的慈善组织———博达文

家庭基金会专门从事在非慈善和社会

项目。

“我认为博达文之所以选择非洲

作为他东山再起的跳板， 有两方面原

因：其一，不论是金融业务还是其他业

务，非洲都是增长很快的地区，而塔卡

尔是一个商业奇才， 其创办的Mara集

团业务遍布非洲19个国家，因此可以说

是强强联合；其二，博达文在担任巴克

莱投行主管和集团CEO期间非常了解

非洲的潜力，同时也积累了不少人脉与

资源，因此从自己熟悉而多数人陌生的

领域做起，更具‘钱途’ 。 ”一位巴克莱

高管对博达文的“复出”如此评价。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

最新预测数据， 今明两年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分别位

5.6％和6.1％，其中投资占GDP的比重

分别为22.8％和23.2％。

这一数据折射出非洲经济增长的

资金需求， 而英国所具有的突出区位

优势和深厚资金池， 无疑成为博达文

“率兵反攻” 金融城的主要原因。

Atlas� Mara招股说明书称，目前

是非洲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的关键阶

段，资金需求与日俱增，而欧洲又普遍

遭遇主权债务危机， 各国面临更加严

格的监管新规， 因此两个地区之间存

在着资金与信息的鸿沟。言外之意是，

Atlas� Mara可以充当专业 “地头

蛇” ，为欧洲闲置资金寻求高回报，主

要途径在于收购有价值的非洲企业。

“华尔街之狼”

“欧洲更加严格的监管新规” ，

Atlas� Mara招股声明仍不忘提及博

达文的旧痛。

在很多伦敦金融城人士看来，Li-

bor操纵案不过是一个切入口，其主要

目的在于杀一儆百，教训不听话、不服

管的银行家。 而博达文在执掌巴克莱

期间的各种不合作、 应付式配合和公

开场合的反监管言论， 曾成为金融城

人士茶前饭后的各种段子。

“红”（Red）， 在巴克莱工作期

间，博达文喜欢用这个绰号，一则赤裸

裸地表露其积极、 进取心极强的工作

态度； 二则似乎又反映出他对风险具

有很高的偏好。在他看来，风险更高意

味着回报更高， 或者说， 为了更高回

报，他愿意承担更多风险，且有很强的

风险控制和对冲能力。

博达文的巴克莱传奇大致分为两

步走。 第一，从1996年加盟巴克莱集

团，执掌该集团投行业务，博达文花了

14年时间把这个投行子公司———巴克

莱资本打造成为整个集团的主要利润

来源， 不仅改变了原本作风保守的巴

克莱集团的企业文化， 同时也在一定

程度上给整个英国投行业注入更加激

进的竞争基因。

第二， 同时也是他更广为人知的

是一次大手笔交易， 他在2008年9月

主导运作“世纪交易” ，在雷曼兄弟破

产后以相当划算的价格收购其美国业

务。 这也使得巴克莱集团不仅成为少

数几家没有依靠政府救助而生存下来

的金融机构， 还拓展了美国市场和股

票经纪业务。 博达文时代的巴克莱集

团已经给过去几百年的保守历史画上

句号，进取、进取、再进取成为巴克莱

文化的新标签。

爬得高摔得惨。 2012年夏，巴克

莱因涉嫌操纵Libor被美国和英国监

管部门重罚2.9亿英镑（约合4.72亿美

元），博达文也在当年7月被迫宣布离

职，从此低调行事，直至今年12月。

应该说，爱他的人称他为“进取

心极强的人” ， 不喜欢他的人将之形

容为“华尔街之狼” 。 但不管怎样，博

达文确实给巴克莱银行乃至整个英国

投行注入了“结果导向” 或“金钱永

不眠” 的进取文化，同时也给这个行

当以令人咋舌的“物质激励” ，将投行

圈人士打造成为英国薪资金字塔塔尖

人物。

不安于现状

单从履历看，62岁的博达文人生

足够精彩，从业经验足够传奇。

1951年7月27日，博达文出生于美

国马萨诸塞州，父母是教师。 但九兄弟

家庭的背景，似乎预示着博达文想要混

口饭吃，必须有很强的“竞争意识” 。

从学历背景来看， 博达文其实并

非顶尖，甚至很难抢眼。 1973年，博达

文大学本科毕业于缅因州科尔比学

院， 后获康涅狄格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MBA）学位，并在康大商学院担任

助理讲师。

1977年， 博达文加入摩根士丹

利，开始混迹金融圈，换工作的动因是

受朋友“刺激” ，认为这个行当可以赚

更多钱。他从小职员开始做起，逐步往

上爬， 并成为固定收益证券交易部主

管。 1992年，博达文加入瑞信第一波

士顿公司，但四年后，因奖金与公司产

生矛盾，愤而离开。博达文自己表示在

瑞信的四年简直糟糕至极。

1996年博达文加入巴克莱，开

始顺风顺水， 迎来个人事业的大牛

市。 2004年，博达文首次竞争集团首

席执行官帅位， 但无奈因资历稍浅

而最终折戟。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日

益壮大的个人影响力。 2011年，金融

危机创伤未愈， 行业监管新规利刃

高悬，博达文强势上位，却不料帅位

仅坐了18个月， 便遭遇个人形象和

信誉的滑铁卢。

海外观察

呵护经济思想市场

□刘丽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

学术助手、《变革中国》一书的合著者王宁

今年

5

月在

FT

中文网发表题为《中国缺乏

开放的思想市场》一文，曾受到学界热议，

也引发不少认同。

不过，且不论其他领域，至少在经济

领域， 中国的思想市场不仅相当开放，而

且在国际上也属前沿。

19

日在北京落幕的第四届财新峰会

就是这种开放经济思想市场的一个缩影。

两天时间，约二十场头脑风暴在这次

峰会中交相呈现，各路媒体多角度、立体

化报道。 借助新媒体时代迅捷的信息传

播，许多在世界享有盛誉的经济思想者在

这一“思想平台”上交锋出的思想火花几

乎同步传递到全球公共信息场域。

而屈指算来，财新峰会只是

2013

年中

国多个高端经济类思想峰会的其中一个，

当然也可算是今年的收关之会。许多专家

认同，中国的民间经济思想开放且活跃。

从早春至隆冬， 在中国召开的经济

思想峰会贯穿全年。 国研中心主办的中

国发展高峰论坛、财富（成都）论坛、博鳌

论坛、夏季达沃斯、

FT

年度论坛、财经峰

会，直到财新峰会，这些都堪称业内一流

的经济思想论坛吸引了全世界最聪明的

经济头脑。 而在中国社科院、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等研究机构和北大、 清华等

高校， 国际经济界的重要思想者来来往

往，四季不断。

如王宁所言，思想市场对应的是经济

学中市场四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

和知识中的最后一项。之所以能够成为市

场，要达到一些条件，比如要有产品、有规

模、有需要，还得有空间等等。中国的经济

思想市场之所以吸引人，且近年来越做越

大，就因为满足了许多必要的条件。 包括

物质层面的实体经济市场，也包括精神层

面的市场。

在物质层面，这个市场第一要有足够

规模（大）；第二要足够活跃（活）；第三要

有足够问题 （难）； 第四要有足够憧憬

（久）。中国经济的规模体量在全球地位已

经无需赘述， 国际上严肃的经济思想者，

没人会忽略这样一个经济体存在。中国经

济的活跃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屈指可

数，有人形容为“孙悟空社会”，即千变万

化。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之多之巨

更是无人否认，许多问题的“难以解释”和

“难以破解”更增加了人们探求的兴趣。而

中国经济的未来既难以预测，又充满想象

力。 它能否继续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增长

极，或者能够坚持多久？可以说，中国到处

都是经济思想的金矿，为全世界的经济学

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考原料。

在精神层面，经过

35

年改革开放，中

国的经济思想界已然能够与世界一流的

经济思想者自由互动，同台竞技。 以本次

财新峰会为例， 作为一场研讨会主持人

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与主讲

人、哈佛大学教授，也是法国总统奥朗德

唯一经济顾问菲利普·阿奇翁在上世纪

80

年代是哈佛大学的同班同学。 从当年

的课堂辩论到今天的峰会交流， 两位经

济学家当有天涯若比邻之感吧。 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在会上发言

时还半开玩笑地把北大与清华喻为哈佛

与麻省理工学院（

MIT

），引来现场听众会

心一笑。

从开放程度上看，中国的经济思想

市场并不逊于国际。 财新峰会上，针砭

时弊的声音不仅犀利， 而且充满建设

性。 学者、专家或者官员都秉持专业的、

理性的态度在讨论问题，而绝不是简单

的情绪化表达。 以笔者在华盛顿参加过

的各大智库与高校各种规模的经济类

论坛与研讨会的经验来看，近年来中国

的经济思想界，从产品生产，到交流规

模，再到表现形式，都与国际是同步的。

可以说，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在经济思

想的舞台上，中国人已经真正可以与世

界平等而真正地“像成年人一样”对话。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新

结构经济学》尽管受到不少抨击，但也

受到国际学界的严肃讨论，连一向挑剔

冷静的

FT

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也专门撰文评论林毅夫 “通往繁荣之

路”思想的理论意义。

一个开放的经济思想市场对个人、社

会、国家和世界都至关重要。

从个人和社会来看，一个人的成长不

是赢在起点，而是在转折点。 开放的经济

思想市场为有向学之心的人们，尤其是年

轻人提供了丰富的共享知识，激发社会的

思考风气，给人提供了赢在转折点的精神

可能。这对于个人和整个社会的进步益莫

大焉。

从国家来看， 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

处在“改革”关键节点的发展中大国，如

何真正成为“

Smartstate

”，不做自己成功

的牺牲品， 亟待经济市场不断提供鲜活

的思想。

从世界来看，能够读懂中国已经成为

一项全球议题。 由于中国的系统重要性，

如何获得对中国的更好理解，也是世界和

谐共荣的重要变量。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思

想者责无旁贷，而公众和政府也有责任呵

护这样一个开放的经济思想市场，让它更

加开放健康地成长。

金融城传真

塑料钞票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前几天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的行

长卡尼在金融城里公开强调英国央行的支

持性角色， 同时称央行的职责是确保金融

行业安全。其实对个人来说，卡尼要做的事

情还包括保护口袋里英镑的安全， 确保那

些不慎忘记掏出来的钱不会被90分钟流

程的滚筒洗衣机搅成一团。

不要小看洗衣机对英国货币的影响。

在2003到2011年期间期间， 因为5英镑纸

币在洗衣机中被毁而让英格兰银行已经收

到了价值74.7万英镑的更换申请， 另外有

862.5万英镑的钞票因为在火灾或者洪水

中受损， 还有价值94.6万英镑被老鼠或者

虫子吃掉或咬坏。

对于保护英镑免遭洗衣机、 洪水乃至

老鼠的破坏， 英格兰银行的解决方案是发

行塑料钞票，这在英国可是新鲜事。因为英

国一直是保守与创新的矛盾结合体， 比如

在移动电话早已经人手一机甚至多机的时

代， 英国人还把街头的红色电话亭奉为珍

宝。不过英国人也不排斥创新，泰晤士河南

岸的泰特现代美术馆里的陈列前卫得让人

咂舌。 现在，有着“针线街上老妇人”之称

的英格兰银行也打算“尝鲜” ，英国央行打

算在2016年发行塑料英镑。

虽然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

已经开始使用塑料货币以代替传统的纸

币，其中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这些英联邦国家。 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

称，塑料钞票将是“进步与传统的最好结

合” ，并表示这种转变是“自然演化的结

果” 。 卡尼在担任加拿大央行行长时为该

国推出了塑料钞票，这次熟门熟路的他第

二次推动塑料钞票， 想要推掉 “塑钞行

长” 的称号都难。

其实在卡尼今年七月接手英格兰银行

之前， 英国央行就已经花了两年多时间研

究从纸币向塑料钞票过渡的影响， 最终决

定这一转换将从五镑纸币开始， 之后再发

行10镑的塑料钞票。 新的五镑塑料钞票封

面将印有丘吉尔的画像， 并配上他当选首

相后最著名的一段话，“我能奉献的别无

他物，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从塑

钞的设计理念看，无论是黏上热血、眼泪还

是汗水， 都不会让它和纸币一样变得皱皱

巴巴。

耐用和容易防伪是塑料钞票的两大优

势。英格兰银行称，虽然这些塑料钞票的最

初造价要比传统的纸钞较高， 但由于其使

用寿命是纸钞的两倍半， 因此使用塑钞的

发行成本低。 英格兰银行目前发行的纸币

钞票均由棉絮和亚麻破布制成， 比普通的

木浆纸更坚韧耐用，但即使这样最小面值、

使用也最多的五镑纸币的平均寿命还是不

到1年。 不再适宜使用的钞票最终将被销

毁，或成为可再利用的工业废物。虽然纸钞

能够循环利用，但塑钞显然更加“绿色”和

耐用。

英格兰银行称， 在洗衣机里转几个小

时后塑料英镑拿出来还可以照样使用，这

对于那些经常忘记把衣服口袋掏干净的粗

心者来说是个福音。 当然新钞票也并非水

火不侵，如果粗心到在洗完衣服后，在熨烫

过程中还没掏出钱来， 那塑料英镑也无能

为力了，因为在遇到高温的时候，又薄又透

明的聚丙烯材料的表现并不会比纸张好。

虽然在高温下工作的铁匠可能不喜欢

塑钞，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塑料英镑的出

现会让皮匠们对“塑钞行长”大唱赞歌，因

为这种新的钞票不好折叠， 因此不少人都

需要换个大点的钱包。

华尔街夜话

跨入百年的美联储

□本报记者 樊宇 华盛顿报道

12月23日是美联储的百岁生日。 1907

年的一场金融市场恐慌让美国决策者深刻

意识到了缺乏央行作为法定最后借款人的

危险性。一百年前的这一天，美国前总统伍

德罗·威尔逊签署了美国《联邦储备法》，

初步确立了联邦储备体系的框架。

本周，在提前举行的百年纪念会上，美

联储前任主席保罗·沃尔克和艾伦·格林斯

潘， 即将卸任的现任主席伯南克和即将成

为下一任主席的珍妮特·耶伦齐聚一堂，四

位同台的历史性时刻被无数的闪光灯所记

录。 没有鲜花和气球， 但从嘉宾的量级来

看， 这恐怕是每一个对美联储感兴趣的人

都不想错过的时刻。

主持人简短的开场白过后， 三位主席

分别发言，回顾自己的美联储时代。 86岁

的沃克尔说起话来有些模糊不清。 这位任

期内为美国抗击通胀立下汗马功劳的高个

子老人说， 他在位时美国的通胀水平超过

20%，而与当时截然不同的是，现在美国经

济的问题不是通胀压力过大， 而是通缩风

险抬头。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执掌美联储长达18年的格林斯潘发

言有些避重就轻。 他回忆起自己刚上任两

个月时，面对纽约股市的单日暴跌，心中惴

惴不安。幸运的是，这场股市暴跌事后被证

明并非更大风暴的前兆。 格林斯潘在位时

期美国经济被认为经历了最长的平静繁荣

期， 被顶礼膜拜的他却因为自己卸任后爆

发的金融危机而走下神坛。 对于外界把自

己在任上的宽松货币政策作为金融危机罪

魁的批评，格林斯潘没有只言片语的回应。

最后轮到刚满60岁的伯南克。 他谦虚

地说，自己的任期还剩最后一段时光，不像

自己的两位前辈那样有足够的时间跨度来

审视自己的过去。 他简明扼要地回顾了美

联储这几年应对危机的努力， 同时也表达

了任务尚未完成的期待。

三位主席执掌美联储的时间加起来超

过三分之一个世纪。这些年里，有过无数的

惊涛骇浪和暗礁汹涌， 在一次次拉响假警

报后，危机最终在伯南克上任的第18个月

露出了獠牙。从此，美联储在应对危机中开

始了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实验。

有些凑巧的是，美联储本周结束本年度

最后一次政策例会后，宣布启动量化宽松削

减程序。 在任期进入倒数之时，伯南克轻抬

货币政策“油门” ，也算是在谢幕前写下最

后一笔，但更多的内容还要靠耶伦去书写。

经历了本世纪初以来最剧烈的经济动

荡， 历史究竟会给这位大萧条的学生打多

少分，伯南克自己打趣说，他希望能活得足

够长， 能看到后人写的教科书是如何评价

自己的。

美联储使尽浑身解数大规模刺激经

济，但强劲的复苏却始终没有出现。这其中

有危机的深重和复杂， 财政政策的掣肘和

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 也有货币政策工

具的局限。

伯南克和众多的经济学家一样， 未能

在阴云压顶时足够预见到事态的严重性；

但他领导的美联储在危机中力挽狂澜，拯

救美国经济于水火； 然而， 危机爆发五年

后，美国经济依然没有恢复到理想状态。

现在评判历史或许为时过早， 但不难

猜测，伯南克的遗产中包含了失误、胆识、

坚定，同时也有遗憾。

美联储由危机所催生，也与危机相伴。

随着量化宽松这一大胆实验渐进尾声，美

联储也将跨入下一个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