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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TC数据显示

地缘局势持续胶着 金融市场现“
拉锯”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据克里米亚电视台17日报道，对公投全部
选票的统计结果表明，96.6%的投票者赞成克
里米亚加入俄罗斯。 对于此次克里米亚公投，
俄罗斯方面重申公投符合国际法准则和联合
国宪章。 西方国家则大多认为公投“非法” ，不
予承认。
由于此次结果在各界预料之中，金融市场
担忧情绪有所降温。 17日，亚太股市表现平淡，
多数股指涨跌幅在0.5%以内；俄罗斯和欧洲其
它主要股指盘中出现反弹；金银、原油期价则
盘中小幅波动。

避险情绪暂降温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公投的最终结果以及
各方态度的差异并不出乎市场预料，这是导致
17日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暂时降温的最重要原
因。 截至17日收盘， 日股日经225指数下跌
0.35%，韩国首尔综指上涨0.4%。 中国香港恒
生指数下跌0.3%。 澳大利亚标普/ASX 200股
指下跌0.22%。
截至北京时间17日18时30分，欧元区斯托
克50指数上涨0.79%，俄罗斯MICEX股指上涨
1.87%， 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47%， 德国
DAX指数上涨0.62%， 法国CAC40指数上涨
0.69%；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割的轻质原油期
货价格下跌0.19%至每桶98.7美元， 黄金期货
价格上涨0.01%至每盎司1379美元，白银期货
价格下跌0.13%至每盎司21.38美元。
美国白宫16日发表声明说，克里米亚公投
违反乌克兰宪法，且在“俄罗斯军事干预带来
的暴力与恐吓威胁之下” 进行，国际社会不会
予以承认。 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深夜与美国总
统奥巴马通电话。 普京在交谈中重申乌克兰克
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公投符合国际法准则和联
合国宪章。 美俄两国元首指出，尽管意见存在
分歧，但双方必须携手努力，寻找有利于乌克
兰局势回稳的道路。
德国政府发言人赛伯特16日在政府官网
就默克尔与普京通话发表声明表示，尽管双方
对克里米亚公投等问题意见相左，但双方仍就
乌克兰安全局势交换了意见。 默克尔建议扩大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在斡旋乌克兰
危机中的作用，普京对此评价积极。 欧洲理事
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表
联合声明称，克里米亚公投与乌克兰宪法和国
际法相违背，因此此次公投是非法的，其结果
将不被承认。 此外，加拿大总理哈珀、法国外长
法比尤斯、 新西兰外交部长默里·麦卡利均发

铜净空仓位大幅增加
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
公布的周度持仓报告显示，截至3月11日当周，
对冲基金继续增持黄金净多仓位， 同时减少了
白银净多仓位，并大幅增持铜的净空仓位。业内
人士指出， 黄金净多头头寸大量增加很大程度
上是受乌克兰地缘局势动荡的影响， 黄金避险
买盘增加； 而铜被看空主要是因为担忧中国等
新兴经济体对铜的需求大幅下滑。
CFTC 数 据 显 示 ， 截 至 3 月 11 日 当 周 ，
COMEX期金投机净多仓位较前一周增加4776
手期货和期权合约至123007手；COMEX期银
投 机 净 多 仓 位 减 少 2353 手 合 约 至 20991 手 ；
COMEX期铜投机净空仓位增加7906手合约至
10473手。 WTI原油期货投机净多仓位减少
28447手合约至368838手；NYMEX和ICE天然
气投机净多仓位增加7143手合约至418828手。
货币市场方面，CFTC数据显示， 截至3月
11日的一周内， 欧元净多仓位金额为63亿美
元，较前一周增加56%，金额创下去年10月底以
来的新高；日元净空仓位金额为121亿美元，较
前一周增加24%； 澳元净空仓位金额为37亿美
元，较前一周减少0.3%；
美元净多仓位金额为93亿美元，较前一周
下降10%。 (张枕河)

政府经济报告显示

日本突击消费需求增加

乌克兰克里米亚公投现场
表声明表示， 不承认乌克兰克里米亚公投结
果，认为公投“非法” 。

市场料打响“拉锯战”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随着克里米亚局势的
进一步发展，担忧情绪仍可能加重，全球金融
市场有可能呈现出“拉锯” 和“
分化” 的状态。
东方汇 理 交 易 总 监 Yuji Saito 指 出 ， 市
场应继续关注西方的制 裁 细 节 以 及 俄 罗 斯
对此的反应，紧张局势的升级将进一步催生
避 险 交 易 ，“由 于 地 区 危 机 还 远 未 结 束 ， 汇
市料将呈拉锯状态” 。 17日，避险货币日元
兑其他主要货币上涨，兑美元触及五周高点
就是很好的例证，说明汇市的避险情绪依然
浓厚。

新华社图片
三井住友银行株式会社外汇交易集团主
管Masaru Ishibashi也强调，克里米亚的公投
结果已在意料之中， 关键是美国和欧洲会采
取什么样的制裁措施， 及俄方会如何应对。
Capital Spreads驻伦敦交易员苏达瑞表示：
“虽然西方此前谴责公投决定，现在又谴责公
投结果，但投资者知道，除了在国际社会进行
谴责外， 西方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惩
罚俄罗斯， 这是目前市场避险情绪降温的重
要原因。 ”
Janlyn资本集团执行董事安德鲁·巴霍斯
指出，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去年表现
上佳的欧美日等股市如今要创新高将更加困
难，“我也不清楚地缘危机因素究竟对全球股
市有多大影响，是不是真的意味着将出现大幅

下跌， 但是投资者在作出宏观交易决策时，还
是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
凯投宏观研究主管朱利安·杰索普指出：
“市场将难以承受克里米亚危机恶化的结果，
或者美欧之间的贸易战，这都是金融市场面临
的潜在风险。 ”
EPFR（新兴市场基金研究公司）在研报
中指出，未来乌克兰危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将
出现分化，亚太等直接关联较小的市场所受影
响将逐步减弱，而欧洲债市、股市以及货币市
场，特别是乌克兰、俄罗斯的相关市场仍将进
一步波动。 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以来俄罗斯卢
布和乌克兰货币格里夫尼亚均重挫； 俄罗斯
MICEX股指上周累计跌幅高达8.2%，3月至今
跌幅更是达到了近15%。

日本政府17日发布的3月经济报告显示，
缓慢复苏” 评估，为连
其对总体经济形势维持“
续两个月维持该措辞。 由于4月日本消费税率
将上调， 家电等销售情况改善， 评估中增加了
“
突击消费需求增加” 的表述。
据悉， 该报告作出以上评估是考虑到企业
收益增长、就业形势也有所改善。 从3月的个别
项目来看，生产以汽车为中心，且情况良好，评
估由“缓慢增加” 上调为“受突击消费需求影
受突击
响有所增加” 。个人消费的评估也改为“
消费需求影响有所增加” ， 空调和冰箱等销售
额急剧攀升反映在经济报告中。
报告对出口则维持了“平稳” 的判断而进
口的评估则因家电等有所增长上调为“近来有
所增加” 。住房建设的评估被下调为“因突击消
费需求的基数效应，增势有所放缓” 。 由于4月
以后交房住宅也适用5%消费税率这一过渡性
措施在去年9月底结束， 突击消费需求的推动
效果有所减弱。 报告中的物价评估也维持“缓
慢上升” 的判断。 (张枕河)

存在质量问题

尼康股价盘中下挫4.2%

美参院公布终结“两房” 议案
美房市复苏或面临考验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高层16日公布了有
关终结住房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初
步议案， 计划设置新的机构和系统来取代 “
两
房” 。 这份长达442页的议案由参议院银行委员
会领导人蒂姆·约翰逊和麦克·克拉波共同提
交，两人希望该议案能够在今年内获得通过。
不过有内部人士表示， 参议院内部多位民
主党人对议案内容存在异议， 而即便在参议院
通过，在众议院也将面临诸多挑战。

鼓励私人资本介入
根据最新议案，“两房” 将被逐步关闭，并
由一个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债券再保险公司所
取代。 约翰逊和克拉波提议强制私人贷款商持
有这家再保险公司一定的权益， 并承担至少
10%的抵押贷款债务第一损失， 而政府将只会
在私人债权人承担损失后才提供一定的帮助。
此外议案内容还包括在新的系统中建立严
格的贷款审批标准，要求除首次购房者以外，其

他所有购房人必须支付5%的首付。 据悉，这份
议案计划在五年内实施， 但内部人士也表示实
际执行的时间可能要延长数倍。
克拉波在上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两
党达成的这项协议结束持续了五年的现状，朝
着逐步关闭“两房” 迈进了一步。 他表示在关
闭“两房” 的同时，将利用强大的私人资本来
保护纳税人利益，为建立稳定的二级市场奠定
基础。
目前美国抵押贷款市场规模高达10万亿
美元。“两房” 并不发放贷款，而是从贷款商手
中购买抵押贷款债券，将其打包成证券出售给
投资人， 为市场提供稳定的抵押贷款资金来
源。 目前两家机构为美国60%的住房贷款提供
担保。
对于这份议案的前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
随着11月份的国会中期选举临近， 立法人士可
能会将注意力转移到竞选上， 这可能令其在诸
如改革美国房地产金融系统等复杂议题上花费
的时间非常有限。
另有消息人士透露称，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里德对这份议案并不热衷， 很多民主党人士对
一些内容也存在异议。 即便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议案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获得支持的前景也
并不乐观。

或冲击美国房市
一直以来，奥巴马和国会两党人士都希望
逐步关闭“两房” ，以减少政府在住房金融市
场上的影响，并鼓励更多私人资本进入，创造
一个风险更低的住房金融体系。 而在2008年为
救助“两房” 投入巨资后，诸多市场人士对美
国政府为“两房” 提供无限信用担保的做法也
颇有微词。 事实上，“两房” 整改问题已经成为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业尚未解决的最
大遗留问题。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 在房地产市场复苏
扎根未稳的情况下， 如此大动作的改革是否合
适存在争议， 上述议案的一些措施可能给脆弱
的房地产复苏带来冲击。
瑞信分析师认为， 议案中提出的私人债权
人至少承担10%的抵押贷款债务第一损失，这

一条款可能将导致抵押贷款利率升高。 而近期
由于贷款成本及房价上升， 美国住房市场的复
苏已经开始出现降温趋势。 上周美国30年期固
定抵押贷款利率达到4.37%， 较去年5月初的历
史低点3.35%上升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在过去三十年中，“两房” 的存在推动了美
国抵押债券市场的发展，但2008年金融危机时，
“两房” 遭受重创并一度濒临破产。 金融危机期
间， 美国政府曾向两家机构提供了总额1870亿
美元的援助贷款。 由于股价长期徘徊在1美元下
方，“
两房” 股票双双于2010年从纽交所退市，
转到场外电子柜台交易市场（OTCBB）交易。
在上周二约翰逊和克拉波首次透露达成终
结“两房” 的协议后，“两房” 股价一度遭遇重
挫，随后略有回升。 上周房利美股价下跌26%，
房地美下跌23%， 不过在过去一年两家公司的
股价涨幅都接近700%。
事实上自2012年开始， 随着美国房地产市
场的复苏，“两房” 迄今为止总计以派息形式向
美国财政部偿还了约2029亿美元， 超过接受的
救助金总额。

腾讯重挫 港股四连阴
□香港智信社
近一周以来， 内地A股与美股市场出现了
强弱互换的格局，A股市场尽管面临的宏观经
济环境依然疲软，但在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下，
出现了企稳回升； 反观前期持续强势的美股市
场，近日则出现了显著回调，全球市场避险情绪
的升温以及投资者对于美股估值过高的担忧引
发标普500指数上周累计跌幅近2%。 尽管外围
市场出现了强弱互换， 但港股市场则呈现出跟
跌不跟涨的弱势局面，恒生指数自3月10日以来
累计跌幅超过5%。
港股本周一依然未能跟随A股市场反弹，
恒生指数低开低走，最终收报21473.95点，跌幅
为0.3%；当日共成交558亿港元。 衡量港股市场
避险情绪的恒指波幅指数飙升4%，报19.46点。

在A股市场的带动下， 中资股整体跑赢大
市， 国企指数逆市上涨0.37%， 红筹指数下跌
0.27%。 恒生AH股溢价指数窄幅波动， 微跌
0.02%，报99.61点。 自2014年以来，溢价指数整
体呈现出震荡攀升的走势， 累计涨幅达到
5.84%，究其根源，两地市场流动性的差异是根
本因素：一方面，内地外汇占款的增加引发央
行被动投放流动性，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回暖，7
天回购利率不断创出新低；另一方面，在美联
储趋势性缩减QE规模的背景下， 资金流出新
兴市场，香港市场备受拖累，而地缘政治因素
则进一步加速了资金流出香港的进程，美元兑
港元汇率已由去年底的7.75一线迅速攀升至
7.765高点。
从港股盘面上看， 前期的明星股腾讯控股
在央行叫停线上支付的背景下遭受重挫， 股价

下跌3.1%，报546.5港元，近六个交易日累计跌
幅高达13%； 该股的下挫也拖累了恒生资讯科
技业指数六天内下挫11%。 就该股的后市而言，
研究机构普遍认为短期的调整在所难免， 但中
长期仍具备投资价值。 巴克莱资本最新发表研
究报告指出，央行相关措施只属暂时性的，线上
支付日后可能恢复， 腾讯及阿里支付平台在近
月快速崛起， 因此对于央行加强监管并不感到
意外。 该行估计， 腾讯微信今年线上至线下
（O2O）相关收入约3.6亿元人民币，明年倍增
至7.5亿元人民币。该行认为，由于用户使用微信
支付，不局限于使用二维码支付，相信此次叫停
不影响收入预测。
除了腾讯控股遭受集中沽售外， 地产类
股份亦跌幅较大，恒生地产分类指数近六个
交易日下跌6%。 一方面，新世界发展私有化

的消息引发股价重挫， 拖累了行业指数；另
一方面，中资地产股亦承受沽压，人民币汇
率波动幅度扩大或将根本性改变人民币中
长期升值的预期，或将促使热钱外流，楼市
承压。
展望港股后市， 恒指近一周以来之所以呈
现出跟跌不跟涨的被动局面， 主要源于流动性
的缺失， 中国经济数据的持续疲软以及人民币
加速贬值令国际热钱失去了对于人民币及相关
资产的兴趣，由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香港市场
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另外，美国超出预期的非
农就业数据或将令美联储坚定量宽退出步伐，
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 国际资金趋势性流入美
元资产。 对于港股后市而言， 技术走势已经转
差，短期仍不乐观，不排除跌破今年2月初创出
的低点的可能性。

由于中国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曝光了尼
康D600单反相机存在黑斑问题，并指出尼康中
国用户在售后服务受到不公平对待。 17日，在
东京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尼康（7731.JT）股价盘
中最高下挫4.2%至1686日元， 创下五周来低
位，最终收跌1.65%至1730日元。
在今年的3·15晚会上，央视曝光了部分尼康
D600相机出现的黑斑问题， 而且尼康拒绝退换
相机。 目前尼康D600已经被上海市工商局责令
在全国范围内下架，尼康公司17日向中国各地销
售点发出了下架要求。 虽然D600因新机型上市
已停止生产，但在销售渠道还有库存，因此尼康
决定要求各销售点下架。 尼康已对购入该款相机
的顾客提供免费检查与零部件更换服务，并表示
将采取措施改善中国的售后网络，提供免费检修
服务并执行和国外统一的退换标准。
业内人士认为， 此次曝光恐会影响尼康在中
国市场的业务。在日本，该机型也被指出存在黑斑
问题。 尼康早在一年多前就在国内外启动了免费
检查等服务。 不过从机型构造来看，完全清除黑
斑是一大难题。 尼康在中国除照相机外，还销售
半导体生产设备。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2012财
年的公司销售额中，中国市场占比11.7%。尼康预
期今后中国市场仍将增长，但若这次“
黑斑门”
影响长期持续，或对公司是一大损失。 (张枕河)

沃达丰收购
西班牙有线公司
据《华尔街日报》17日报道，知情人士透
露，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空中通讯公司(Vodafone Group PLC) 已与西班牙有线电视公司
Ono SA的股东达成协议， 沃达丰以包含债务
在内的略高于70亿欧元（合97.3亿美元）的价
格收购后者。
据悉，该交易尚需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这
不仅是欧洲整合分散运营商计划的一部分，还将
为沃达丰旗下的西班牙公司增加急需的固网业
务。 该协议是在经过数周的谈判后达成的，而且
抢在了Ono酝酿许久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之前。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沃达丰计划承担
Ono33.4亿欧元的债务， 并以现金形式向Ono
股东支付余款。
收购Ono意味着沃达丰延续去年其在德国
采用的策略。 当时沃达丰以包括债务在内的
100亿欧元的价格收购了有线电视网络公司
Kabel Deutschland。
Ono上周五公布2013年全年财报，2013年
Ono公司营收增长1.6%至16亿欧元。 (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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