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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乔·怀特

律政女强人入主美国证交会

□

本报记者 陈听雨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初提名前纽

约联邦检察官玛丽·乔·怀特出任证券

交易委员会（

SEC

）主席。 若提名获参

议院批准， 这将是美国证交会

79

年历

史上首次由前联邦检察官出任主席，

此前大部分证交会主席来自华尔街或

律师事务所。

外媒普遍欢迎奥巴马对怀特的提

名，认为此举意在传递加强金融监管的

强烈信号，意味着白宫将给华尔街戴上

“紧箍咒”，表明奥巴马在其第二个总统

任期内将加强金融监管作为工作重中

之重的决心。 不过，也有质疑之声，认为

其在金融监管方面专业经验有限，而完

善和强化金融监管规则将是证交会新

任主席上任后面临的头号挑战。

奥巴马：“不要惹她”

怀特素来以作风强硬和经验丰富

著称， 拥有几十年打击白领犯罪的工

作履历， 奥巴马对她胜任证交会主席

一职抱有信心， 呼吁参议院尽快批准

这一任命。

奥巴马在介绍怀特时称：“你可不

要惹怀特， 正如证交会一位前主席所

说，她可不是轻易受到胁迫的人。 ”他

说，“证交会在金融危机期间起到了保

护金融系统的关键作用， 未来让美国

人民和投资者获得更多保护和公平待

遇的任务仍然艰巨。 我们需要确保更

多金融系统从业者而不是无辜的纳税

人，对其行为负责。我对怀特能够公平

智慧地面对和解决这些复杂议题，从

而保护美国人民的利益充满信心。 ”

奥巴马指出，“我们通过了一系列

严厉的改革措施来保护消费者和金融

系统，使之免受权力滥用的危害。但仅

通过立法和修改法律是不够的， 我们

还需要严厉的执法警察， 怀特将帮助

我们完成华尔街改革的重任， 并持续

追查金融业那些不负责任的行径，确

保纳税人不用因此付出代价。 ”

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称，奥巴马

任命怀特为证交会主席再次显示了其

对改革华尔街的决心。

去年

12

月，证交会前主席玛丽·夏

皮罗提前辞职， 证交会分管投资者教

育和投资公司监管的委员爱丽丝·沃

尔特被任命为临时主席。

律政女强人

怀特现年

65

岁，

1974

年毕业于哥伦

比亚大学法学院， 非党派独立人士。

1993

年至

2002

年，出任美国纽约曼哈顿

区联邦检察官， 是

200

年来曼哈顿地区

首位女性联邦检察官， 现任

Debevoise

& Plimpton LLP

律师事务所诉讼部负

责人。 她的丈夫约翰·怀特现任职于知

名律师事务所

Cravath Swaine & Moore

LLP

，此前也曾任证交会高官。

在担任曼哈顿区联邦检察官近

10

年期间，怀特处理了包括银行洗钱案在

内的多起白领犯罪和复杂的证券与金

融诈欺案件，还接手了“

9

·

11

”世贸中心

爆炸案、

1998

年美国驻非洲国家使馆爆

炸案等重大反恐案件，其办案能力在法

律界备受赞赏，业内人士称赞其“坚强、

不拖泥带水且富有战斗力。 ”

2002

年卸任联邦检察官后， 怀特

加盟私人律师事务所， 客户包括摩根

大通银行和美国银行高管等。

路透社评价称， 怀特具有法律和

金融工作的双重经验， 有利于证交会

和司法部更好地加强在金融领域的执

法合作， 公职和私人部门工作履历可

助其在证交会主席岗位上达到某种

“平衡”。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民主

党人查尔斯·舒默认为，怀特作为联邦

检察官获得的成就为她赢得了良好声

誉。 美国“不良资产救助计划”

(TARP)

特别检察官尼尔·巴罗夫斯基相信，怀

特将无惧来自国会、 政府和金融游说

集团的压力，真正公平行事。

强化监管任重道远

美联社评论， 提名前联邦检察官

入主证交会， 是奥巴马就金融监管传

递的最强烈信号。《纽约时报》表示，这

显示奥巴马下定决心，要“修理”华尔

街。《华尔街日报》也称，奥巴马提名怀

特表明将致力于“驾驭”华尔街。

夏皮罗在任期间，证交会先后对高

盛、摩根大通和花旗等集团在金融危机

前及期间的违规行为开出创纪录的天

价罚单，但这些机构的高管却并未受到

任何处罚。 分析人士预计，若怀特执掌

证交会，将比夏皮罗更加强硬。 证交会

事务专家、美国杜克大学法学教授詹姆

斯·考克斯认为，怀特上任后，证交会有

望成为真正的“强力执法机构”，让金融

机构高管个人为企业违规行为负责。

不过也有质疑之声。 《福布斯》杂

志认为， 证交会主席人选不仅需在检

控犯罪方面经验丰富， 当前华尔街更

需要一个能够制定规则， 强化监管的

人，“奥巴马这次似乎又挑错了人”。

道琼斯通讯社指出， 若怀特接任

证交会主席，制定、完善和强化金融监

管规则将是其面临的艰巨任务， 加速

落实“沃尔克规则”，加快美国金融业

改革步伐将成为怀特的首要工作。

2010

年， 美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

案———《多德

-

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

费者保护法》，即“沃尔克规则”，要求

银行将自营交易与商业银行业务分

离， 且银行参与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

仅限于对冲交易和做市商活动。 法案

原定于

2012

年

7

月

21

日正式实施，但由

于包括摩根大通在内的金融机构强烈

反对， 监管机构同意给予银行业两年

适应期， 且未对法案的具体实施提出

细化方案 。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

GAO

）报告指出，截至

2012

年底，美国

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仍是支离

破碎的，金融业改革仍步履蹒跚。

其次， 新任证交会主席需尽快决

定如何监管货币市场基金。 拥有逾

2.7

万亿美元资产的货币市场基金是美国

企业短期借贷的重要来源， 同时也是

造成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元凶”之一，

属证交会监管范畴。金融危机后，外界

一直呼吁证交会加强对货币市场基金

的监管， 夏皮罗任期内曾提出一些改

革方案，但未获成功。

第三，怀特需决定是否要求上市企

业披露政治捐款。去年证交会提出了一

项旨在迫使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披露所

有政治活动的提案，并将其纳入今年议

程，提案目前仍处于最初阶段，支持方

和反对方均认为，新监管规则最终能否

生效实施， 将取决于证交会新任主席。

若怀特批准该提案，将是自

2010

年美国

最高法院裁决企业可动用自有资金不

直接支持竞选以来，首次要求企业将政

治捐款和游说活动公之于众。

此外，还有批判者认为，怀特不具

备资深的金融证券背景， 从未专注于

金融监管。 美国投行

KBW

研究员布莱

恩·加德纳称，证交会更重要的工作是

规范金融证券市场， 确保市场对所有

参与者都是公平的， 例如高效处理高

频交易等市场运行中的突发问题，但

怀特在这一领域并无丰富经验可言。

海外观察

警惕发达国家五大动向

□

刘洪

过去五年，世界经济危机不断，发

达国家成为最大负面因素， 乃是不争

的事实。 从未来一段时间看，发达国家

呈现出至少五种颇为明显的走向。 这

些走向， 有些是发达国家不得已而为

之，但有些则难免有“输出危机”的嫌

疑， 值得各国尤其是中国等出口大国

高度关注。

五种走向可归纳为：

第一， 过去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现

在则是努力“去全球化”；第二，过去主动

促进产业转移， 现在则强调要 “再工业

化”；第三，过去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现在

则是保护主义盛行；第四，过去经济保持

中速增长，今后很可能是低速或超低速增

长；第五，过去基本都是负债消费，现在则

在努力“去债务化”。

其中，第五种走向是美国等发达国家

经济自身失衡的必然结果，“去债务化”是

一种痛苦但却是必须的抉择，否则只能在

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最后沦落到与希腊

同样的境地。这种走向，从短期看，可能对

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能力带来负面影响，进

而冲击到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但从长远来

看，套句时髦的话讲，有助于世界经济可

持续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前三种走向， 三者其

实是一种变化的不同表现形式， 而这种

变化的核心问题， 则是全球化是否正走

向终结。

在过去近半个世纪，正是受益于经

济全球化，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人才交

流大大加快，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

最强劲动力。 全球化也成为许多国家领

导人推崇的词汇。 但最近几年，这种态

势却在发生逆转： 国际贸易开始下滑，

跨国投资疲软不堪，贸易保护主义则愈

演愈烈。

其中根源， 则是在美国等发达国

家看来，全球化的所得要大于所失，而

国内的高失业率， 促使这些国家更关

注自身的利益， 浑然不顾这会给其他

国家带来严重损害。 当然，发达国家内

部对此也有争议， 不同企业也各有站

队，但至少在最近，反全球化趋势明显

占了上风。

以美国为例， 制造业巨头通用电气

在路易斯维尔的庞大电气工业园， 曾是

美国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的象征， 在

1973

年高峰时，这里曾雇用

2.3

万人。 随着全

球化的加剧， 通用电气把冰箱等家电生

产线转移到墨西哥等国， 从而保持更强

大的竞争力，赚取更多的利润，但作为一

个负面影响， 通用电气在美的雇佣人数

减少了。

但在奥巴马政府“再工业化”大棒的

指挥下， 通用电气的这些生产线开始从

墨西哥、中国等国回迁至美国。 查尔斯·

菲什曼在 《大西洋》 月刊文章估计，到

2012

年末， 通用电气在该工业园的雇工

将达

3600

人，同比增长

90%

。 作为另一个

类似的举动，苹果公司去年也宣布，投资

1

亿美元，把电脑的部分产能放在纽约州

生产。

至于保护主义，则从最近几年美国

频繁对“中国制造”实施反补贴、反倾

销、特保调查等各种制裁手段即可见一

斑。 尽管美国口口声声表示，这些贸易

救济手段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目的

是回击中国的 “不正当竞争”， 但就连

《华尔街日报》也批评，美国的某些举动

实在太过分了，奥巴马是一个“贸易保

护主义总统”。

这一系列的逆转， 让美国专栏作家

罗伯特·萨缪尔森发出“全球化能否存活

下来？ ”的疑问。 西班牙经济和地缘政治

分析家赫尔曼·罗佩斯则断言，未来五年

世界经济形势可能将使经济保护主义回

归，进而导致国际贸易萎缩，经济全球化

走向终结。

如果上述三种趋势无法改变， 那自

然就会出现第四个动向， 即发达经济体

呈现中低速增长， 甚至在某些国家出现

持续的衰退。 尽管衰退可能受多种因素

影响， 比如希腊是债务危机导致信心崩

盘，日本是决策不当竞争力不足。 但如

果全球化真的走向终结，少有国家

可能从中获益。 发达国家可能在

短期内看到本土制造的增强，

但从一个较宏观的角度看，世

界经济早已“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和财长盖特纳也曾

坦言中美经济“风雨同舟”。

其他国家经济不景气，发

达国家岂能风景独好？

而眼下不可能所有

的政治家都着眼长远，

正如不是所有的道路

都是一帆风顺。在当前

危机重重的国际大背

景下， 发达国家至少

在未来几年内，更多

是眼光向内， 以邻

为壑的举措不会少

有。 五大动向背后

潜在的交锋和陷

阱， 其他国家不可

不察之。

海外选粹

20

万亿美元避税天堂

在全球经济大萧条

中， 各国都在努力增收节

支，于是乎，企业或个人的

避税行为便成为众矢之

的。 在欧洲，擅于避税的企

业巨头频遭舆论攻击，英

国首相卡梅伦更在八国集

团首脑峰会上明确提出解

决企业避税问题， 而美国

则将矛头直指避税富人及

提供避税支持的银行，国

会更通过 《海外账户纳税

法案》 迫使海外金融机构

公开其美国客户， 而在去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落败的

罗姆尼也曾因在避税天堂

开曼群岛持有股份而遭非

议， 就连总统奥巴马最新

提名的美

国财政部

长杰克·

卢也因卷

入开曼基

金而倍感

压力。

一时

间， 像开

曼群岛 、

美国免税

州特拉华

州等吸引

富人的避

税天堂均

成为敏感

词。 企业

和个人的避税行为

也因其不合时宜而

遭到大规模攻击。 但《经济

学人》杂志认为，解决避税

问题的关键是改革现有

税收制度，而非针对避税

天堂及相关企业和个人

掀起一场民粹主义的批

判运动。

据调查， 目前全球拥

有五六十个避税天堂，它

们已成为全球至少

200

万

家公司和数千家金融机

构的注册地， 据此估算，

避税总额可高达

20

万亿

美元之多。 仅开曼群岛的

阿格兰屋就注册了

1.8

万

家公司，而美国本土避税

天堂特拉华州，人口仅

91

万多，却拥有

94

万多家注

册公司；另一避税天堂迈

阿密则是名副其实的离

岸银行中心，该地区的避

税客户主要来自新兴市

场。 而卢森堡、爱尔兰和

荷兰等欧盟国家也常常

以低税收吸引世界各地

的避税者。

纵观全球避税天堂分

布情况，《经济学人》认为，

发达国家的金融中心是首

当其冲需要改革之地。 二

十世纪

50

年代， 英国首都

伦敦的金融城一度成为不

亚于当今开曼群岛的全球

避税天堂， 正因英国政府

进行了严厉的反洗钱监

管， 金融城才逐渐脱掉洗

钱中心的恶名。 而针对避

税问题的相关税收改革首

先应区分避税天堂的非法

行为（洗钱、彻底逃税）与

合法行为 （倾向于合理避

税），进而通过提高透明度

对 付 洗

钱 等 非

法行为。

美 国 的

《海外账

户 纳 税

法案》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可

谓 公 开

了 避 税

账 户 的

更 多 资

料，但仍

有 待 改

进，比如

它 并 未

完全向避税母国公

开海外账户的相关

情况， 而提高透明度也有

利于遏制甚嚣尘上的企业

避税势头。 以著名咖啡饮

品企业星巴克公司为例，

其通过在全球各地转移资

金以达到税收最小化的同

时，也在毁坏公司的声誉，

而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消

费者对此了解得越多，越

有利于企业检点自身的避

税行为。

当然，通过向避税企业

或个人施以道义上的压力

也并非万全之策， 因为消

费者往往会对这种声讨感

到厌烦， 同时企业若采取

合法避税行为， 政府部门

也无权喝令禁止 。 鉴于

此，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

进行必要的税收制度改

革，包括制定相关法规令

企业难以利用转移定价

达到避税目的，并适当减

轻企业税负等。 （石璐）

《经济学人》

金融城传真

金蛇商机

□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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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奥利弗·凯恩虽然没去过中国但

知道今年是中国的蛇年，因为她去哈罗兹百

货购物的时候，从商店的橱窗设计到店内的

导购手册封面， 都用清晰的图像告诉大家，

新一年的文化符号是蛇。

虽然在西方传统观点中，蛇并不是什么

美好的象征， 但自从中国经济开始崛起后，

尤其是在汹涌而来的中国游客一掷千金的

感染下，蛇也被镶上了一道金边。

有数据证实，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对奢侈

品的胃口像贪吃蛇一样强健。会计师事务所

毕马威

1

月下旬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

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海外购物主

力军。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伦敦，中国游客

的购物豪情，或许只能用“扫货”一词才能体

现一二。

英国旅游局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游

客增长迅速。

2011

年赴英游客比

2010

年增

加了

35%

，

2012

年前

11

个月同比增长了

20%

。更让商家垂涎欲滴的是，中国游客的

消费水平是其他游客的

3

倍， 平均每人达

1600

英镑。

2012

年前往英国的中国游客超

过

15

万人，刷新了历史纪录，这支庞大的

购物团队给低迷的英国经济送去了价值

2.4

亿英镑的大红包。

在如此巨大购买力的支撑下， 蛇在英

国的文化含义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毕竟

在财大气粗的中国消费者眼中蛇是吉祥美

好的象征， 因此， 英国的商家们也投其所

好，给蛇赋予幸福和财富等新的内涵。

于是，在哈罗兹百货的橱窗里，从金色

盘蛇的图腾到列队招财的小猫，从有丝袜美

腿的醒狮到瓷器拼摆的大龙，各种中国元素

都被一一陈列，在用异国风情吸引本国消费

者的同时，也在向挥舞着“北京镑”的中国买

家致敬。

哈罗兹百货公司发言人透露， 在这家

充斥着各色高档货的商场里， 最受中国顾

客青睐的商品是价值不菲的珠宝、手表、时

装和名酒， 而最能吸引中国消费者的购物

游戏就是“寻找款式最新、限量版本的高档

品”。 今年，一些高档化妆品的蛇年礼盒又

成新宠。

了解中国消费者心态并抓住蛇年时机

进行促销推广的并不止哈罗兹百货一家，成

立于

1864

年的老牌商场约翰路易斯也同样

嗅觉敏锐。该商场推出了从新潮的仿蛇皮纹

路

iPad

外壳到传统的蛇梯飞行棋等一系列

产品，作为庆祝中国蛇年的特色礼物。

这些英国商家希望能给借春节假期出

来旅游购物的中国游客带来一个名副其实

的“黄金周”。 约翰路易斯牛津街商场的经

理西蒙·弗洛称， 他们在中国蛇年春节到来

之前，已准备好了中文导购服务和旅游退税

服务，组织导购学习中国人的购物习惯和消

费文化， 而且为了让中国人花钱更加爽快，

还开通了支持中国银联卡支付的服务。

商场的文化培训可以让员工更多地了

解中国， 这也反映出就在中国的商家借西

方的圣诞节大肆炒作进行推销的时候，西

方的同行也越来越青睐中国传统的春节。

在商业利益的推动下， 中国的形象日渐丰

满。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同样丰满起来的

还包括零售商的钱包。 毕竟那些和镀上金

边的蛇挂上钩的商品大多价值不菲， 比如

皮具生产商马柏丽推出的一款蛇皮女包，

标价要整整

1100

英镑。

华尔街夜话

生还是不生 这是个问题

□

本报记者 樊宇 华盛顿报道

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公布的数据，

2011

年

美国出生率连续第四年下降，传统意义上的

适婚和育龄人群在成家立业和养儿育女的

问题上顾虑重重。

专家认为经济景况影响了年轻一代的

决定，而生育率的不断降低反过来又抑制了

经济的发展。 两者相互作用，形成复杂难解

的负面循环。

统计显示，美国一般生育率，即每

1000

名

15

岁至

44

岁育龄女性对应的活产

婴儿数，从

2007

年到

2010

年下降了

8%

，移民妇女同期生育率下降了

14%

， 其中拉丁裔移民比其他

族群的下降幅度更大， 美国

移民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的

妇女族群———墨西哥移民妇

女的生育率更直线暴跌了

23%

。

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2011

年，

美 国 的 一 般 生 育 率 降 至

63.2%

， 刷新了历史最低纪

录，而

2010

年为

64.1%

。

美国生育率在

1957

年达到

122.7%

，几乎为目前的两倍。

这一数字在二十世纪

70

年代

经历了滑坡，此后基本稳定

在

65%

至

70%

的水平。 但在

2007

年之后，伴随着经济衰

退，美国开始新一轮生育低潮，生育率持续

下降。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研究显示，出生率的

下降和经济景气程度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

因果关系。 经济衰退程度越深，出生率下降

就越明显。 例如在北达科他州，

2008

年失业

率仅为

3.1%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8

年至

2009

年出生率上升了

0.7%

， 表现优于其他

各州。

针对不同州的比较发现， 人均收入、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业率、失业率和申

请失业救济等指标均与出生率下降存在

密切关系。 许多面临失业问题或者经济困

境的人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或养

育下一代。

美国于

2007

年底到

2009

年年中经历了

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 在此之前，年轻

人组建家庭的年龄就已经明显后延。

18

岁至

29

岁年轻人结婚率从

1960

年的

59%

降至

2000

年的

20%

。 而经济衰退导致失业率攀升

和财富缩水更是令年轻人对生子望而却步。

对单个家庭来说，生或者不生，是一个

“养儿防老”的问题。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生

育率下降可能对经济和社会政策产生深远

影响。

二战后，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人口出生

高峰。 这轮婴儿潮不但拉动了消费，并且提

供了年轻劳动力，为发达国家近几十年高消

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然而，

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达到

退休年龄，这一人口红利或将逐步被人口赤

字所取代。

出生率下降影响的不仅仅是单个家庭，

而将加重社会养老和医疗负担，使养老和医

保体系变得不堪重负，而目前欧洲和日本已

经开始面临这样的严峻考验。

美国著名慈善家、 亿万富豪彼得·彼

得森预测，未来

30

年，发达国家在养老上

的花费将从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

9%

上升

至

16%

， 为此需要增加

25%

到

40%

的税收

收入。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未来劳动力人

口缩减，已经成为困扰许多国家的难题。 人

口普查预测显示，到

2050

年，日本劳动人口

相比

2000

年将减少

40％

，欧洲将减少

25％

，中

国将减少

10％

。

对于美国来说，不少人认为外来移民

的生育率将有助于维持人口平衡并创造

纳税的劳动力， 支持正在老化的婴儿潮

一代。 但近几年的数据显示，外来少数族

裔相对于美国本土白人在经济不景气的

情况下遭受的打击普遍要深重， 危机感

要强烈， 对待生育问题的态度更加容易

波动。

在华盛顿为了政府开支问题争论不休

之时，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国会有关财政问

题的讨论浮于表面，未能切中问题要害。 出

生率下降的趋势， 将迫使美国展开一场关

于重新思考和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持续

辩论。

左为玛丽·乔·怀特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