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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版QE” 引发多米诺效应

全球货币战争硝烟弥漫

□

本报记者 陈听雨

欧洲央行祭出量化宽松政策

（QE），在全球市场引发多米诺效应。

欧元暴跌，刷新12年新低，预计对美

元将跌破平价；瑞士、丹麦、加拿大、土

耳其、印度、埃及等国央行火线加入宽

松潮，全球央行货币战争硝烟弥漫。

短期内， 市场将迎来的下一枚重

磅炸弹是希腊组阁和债务谈判。 希腊

新政府组建结果及其执行改革和救助

计划的立场，将影响未来市场走势。

资金“脱欧赴美”

受“欧版QE” 影响，23日欧元对

美元汇率自2003年9月以来首次跌破

1.12至1.1115美元，创12年来新低；欧

元对日元触及16个月低点；欧元对英

镑跌至七年新低0.74295英镑。截至23

日， 欧元今年已下挫逾7%， 跌势创

2009年初以来最大月度跌幅，上周欧

元对美元跌幅超3%。

巴克莱研报称，欧洲央行出台QE

将巩固市场预期， 即利率将长时间维

持极低位，欧元汇率承压，若美联储如

期在今年开始加息， 那么形势将更严

峻。 德意志银行首席国际经济学家斯

洛克预计， 欧元对美元明年年底将跌

至平价。 投资管理公司布兰迪全球投

资管理预计，“欧版QE” 会进一步推

动资金离开欧洲，奔向美国。考虑到短

期内美国经济对美元的提振， 欧元对

美元汇率还会跌得更低， 可能会跌破

1:1。 2014年， 欧元对美元已下跌约

18%， 跌至平价或跌破平价意味着还

将至少下跌11%。

在欧元被抛售的同时， 美元成为

受益者，美元指数一度攀升至94.497，

达2003年9月以来最高点。 荷兰合作

银行高级货币策略师简·弗利称，美国

经济形势整体向好， 市场预计美联储

今年将开始加息， 这些都是美元保持

强势的理由。

欧元区成员国国债收益率纷纷

降至历史新低。 23日，西班牙10年期

国债收益率降至历史新低1.25%，意

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1.41%，

两国国债收益率跌幅均超10基点。德

国 1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新低

0.305%，30年期国债收益率首次跌穿

1%，两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0.18%。

意大利和西班牙30年期国债收益率

均下跌25基点。希腊10年期国债收益

率大跌34基点，分析师指出，由于希

腊国债未被排除在欧洲央行QE计划

外，令投资者对希腊政局不稳的谨慎

情绪有所缓解。

全球央行火线参战

“欧版QE” 启动为新一轮货币大

战吹响号角。 事实上，这场不宣之战早

已拉开帷幕，在过去两周内，已有多家

央行降息，波兰、英国、日本等央行则释

放进一步宽松信号。（下转A02版）

多地规范举债融资

财税发力路径渐明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增速预期放缓的情况下，规范地方举债融

资行为， 引进社会资本进入公共设施和服务建设已成为各地2015年财政工作

计划“标配” 。

冲高乏力凸显三大纠结心态

上周沪深股市上演了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大戏” 。 分析人士指出，市场

冲高乏力显示资金对于流动性、经济数据和品种选择上的纠结心态，资金心态

不稳，可能意味着市场短期整固需求较大。

姜洋：坚定不移推进监管转型

研究制定证监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证监会副主席姜洋日前在 “2015人

民财经年会” 上表示，证监会日前召开了

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了

2015年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 概

括起来，就是要毫不动摇地深化市场改革

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监管转型，使资本

市场深深根植于实体经济的沃土，更好地

顺应新常态、服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贡献力

量。 证监会将在监管转型、发展多层次资

本市场、服务创新、提升开放水平、依法治

市、风险防范六个方面发力。

一是持续推进监管转型。今年的一项

重点任务是，研究制定证监会权力清单和

责任清单， 严格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

定职责必须为。 同时，按照法无禁止即可

为的要求，探索建立证券期货市场外商投

资负面清单制度。

二是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股

权市场方面， 要继续稳妥推进股票发行

注册制改革，壮大主板市场，改革创业板

市场，完善“新三板” 市场，规范发展区

域性股权市场，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

满足不同规模、 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差异

化的股权融资需求。 债券市场方面，要全

面落实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发展证券交易所机构间债券市场， 丰富

债权融资工具。 私募市场方面，要健全私

募发行制度，引导私募基金规范发展，调

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期货及衍生品市场

方面，要在确保原油期货、上证50ETF期

权和10年期国债期货等顺利挂牌、 平稳

运行的基础上， 做好农产品期货期权试

点，推进股指期权试点，增加股指期货品

种，研究汇率类期货品种，继续优化期货

交易、结算、限仓等基础制度，推动场外

衍生品市场发展。

三是促进证券期货服务业创新发展。

从境外成熟市场经验看，一个繁荣的资本

市场与一个发达的证券期货服务业相辅

相成，两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 为此，要

适时放宽我国证券期货服务业准入限制，

探索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交叉持牌，支持业

务产品创新，进一步提高其服务实体经济

和财富管理的能力。

四是稳步提升资本市场开放水平。要

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市场双向开放的

新要求，优化沪港通机制，研究推出深港

通， 便利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上市，（下转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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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庆平：A股新常态

融资融券顺应行情走势

为了深入了解融资融券业务情况，中国证券报日前专访了中国证券

金融公司董事长聂庆平。 他认为，此轮行情具有“结构性牛市”特征，融

资融券业务只是顺应了行情走势。 去年7月以来，沪深300指数成分股

融资买入金额占全市场融资买入金额的比例超过70%， 买入资金主要

流向以金融股为代表的权重股。

聂庆平坦言，借钱买股是有风险的投资，尤其是行情出现大起大落

和标的股票发生“黑天鹅” 事件，往往会导致融资客户股票爆仓，出现被

强制平仓的风险。融资融券是“双刃剑” ，投资者一定要审慎利用融资融

券的信用放大功能进行股票投资。

中国互联网的全球地位

与资本市场新使命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需要以超常规思维， 站在时代前沿、国

家战略与全球视野的角度，全力支持中国互联网成为全球弯道超车者乃

至重构者，成为中国经济新力量新未来，把中国互联网的天然优势转换

成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新优势。

A12�前沿视点

杠杆不是“坏孩子”

在期货、黄金、外汇等市场，杠杆再正常不过，比如国内期货市场，一

般为10倍杠杆，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资金杠杆可达数百倍。 那么，杠杆

在市场中意味着什么？ 究竟如何才能运用好这把“双刃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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