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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美聯社、英國《每日郵報》及美
國《赫芬頓郵報》網站19日報道：美國《瓊斯》雜誌
18日公布羅姆尼秘密視頻的全部內容，當中充斥着這
位共和黨候選人奇特的言論，包括在芝加哥投放核彈
等，令其選戰經歷 「地獄般的一周」 。羅姆尼競選團
隊則被指組織混亂，缺乏有效管理，導致候選人屢屢
禍從口出。

羅姆尼：核彈投芝加哥
選戰經歷選戰經歷地獄般一周地獄般一周

【本報訊】據中新社華盛頓18日消息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18日公布的一項民調
顯示，多數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而
不是敵人，並支持美國與中國建立牢固的
雙邊關係。

民調顯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國公眾認
為中美關係良好，有 55%的美國公眾認為
與中國建立一個牢固的雙邊關係對美國非
常重要，而持這種觀點的美國專家的比例
達到84%。

有 66%的一般公眾認為中國是競爭對
手，只有 16%和 15%的人分別視中國為合
作夥伴和敵人。在受訪學者中，有 74%的
人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認為是合作夥伴

的有22%，只有3%視華為敵人。
調查也發現美國人對中國懷有矛盾心

態，一方面支持與中國建立良好的關係，
另一方面卻對中國缺乏信任，特別是認為
應在對華經濟問題上採取強硬態度。

調查還發現，專家和普通民眾對中國
的看法存在差異。52%的美國普通公眾認
為中國崛起為一個世界強國對美國構成重
大威脅。但只有大約 30%的學者持相同觀
點。

在奧巴馬對華政策方面，一般公眾與
專家的觀點也有分歧。認為奧巴馬對華政
策不夠強硬的公眾有 45%，只有 17%的學
者持這種觀點。

美大選隨筆

美無限期QE3 華須化被動為主動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魏 民

近日，美聯儲宣布推出第三輪量
化寬鬆政策，決定每月購買400億美

元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直至美國就
業明顯改善，並將目前的超低基準利率

延期至2015年中。

第三輪量寬不同以往
此輪量化寬鬆，是在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和大

選臨近的背景下推出的，較前兩輪量寬具有以下
特點：

1、資產購買計劃無期限、不封頂。此次美
聯儲購買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既沒有操作時間限制
，也沒有購買總額的限制。加上今年底到期的扭
轉操作，每月預計將向市場注入850億美元的流
動性。雖單筆數額不算太大，但如果持續時間長
，總額仍很可觀。

2、以房地產市場為主要救助對象。本次美
聯儲主要購買對象是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意在向
房地產市場注入流動性。顯示在樓市回暖之際，
為鞏固房地產市場的復蘇勢頭，對該行業重點扶
持，旨在推動美國經濟的全面復蘇。只有樓市穩
定，美國消費者才能感受到財富增加效應，潛在
消費也才能被激活。

3、拉動就業是此輪量寬的終極目標。長期
高失業直接關乎民生和選舉政治，大選在即，任
何執政當局都不敢怠慢。美聯儲稱，只要失業率
不降，量化寬鬆就會一直持續，以防止出現以往
量寬沒有刺激實體經濟和拉動就業的局面。專家
估計，美聯儲的底牌是失業率要降到 7%左右時
才會收手。

對華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第三輪量化寬鬆不可避免會在全球產生溢

出效應，對中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
面：

1、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將進一步縮水。以
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將由於美元貶值而自動縮水
。此外，還要承受投資收益方面的損失。目前美
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為 1.765%，遠低於國內一
年期 3%的存款利率，扣除通貨膨脹因素，投資
美債收益幾乎為負。

2、中國的出口形勢將由於美元貶值、人民
幣相對升值而惡化。這將直接導致中國產品的國
際競爭力下降，並且加大中國經濟轉型壓力。

3、推高大宗商品價格，給中國帶來輸入型
通貨膨脹。美元貶值將推高大宗商品價格，在以

美元計價的國際商品交易中，匯率變動還會對商
品價格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目前需要大量
進口農產品、原材料和能源產品，因此將承受輸
入型通貨膨脹。

4、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更大的壓力。大宗
商品和資產價格走高，還將加大製造業等實體
部門的進口成本，對經濟增長形成新的制約。

5、進一步增加宏觀經濟調控難度。持續近
一年的短期資本流出可能變為新一輪的短期資本
流入，緩解中國外匯佔款下降的局面，同時可能
催生新的房地產和金融泡沫。宏觀調控可能陷入
兩難境地，一方面需要保增長，進一步寬鬆；另
一方面又要警惕出現前兩輪量寬給中國帶來的通
脹壓力。

規避影響 利用機遇
此輪量寬與前兩輪量寬的國際環境已大不相

同，中國經濟抵禦風險的能力也已大大提高，同
時中國對美國量寬的做法也不再陌生，新一輪量
寬的效用還將隨着市場產生的耐藥性而遞減。中
國應在規避量化寬鬆帶來的負面影響時，充分利
用其帶來的機遇，化被動為主動。

1、重組外匯儲備投資組合。考慮增持一些

優質的大型跨國公司的資產，人民幣升值有利於
企業 「走出去」，可考慮直接去收購一些美國的
企業。

2、人民幣兌美元重拾升勢，在人民幣預期
將走高的新形勢下，如果達不到預期，會成為西
方再次炒作我操縱人民幣匯率的新口實。人民幣
匯率將由於美國的長期量化寬鬆而受困擾，應加
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貨幣政策的獨
立性。

3、加緊中國經濟轉型，加快培育國內消費
市場，提高百姓收入，着力解決社會保障、民生
等一系列問題，使其盡快轉變為現實的購買力，
最大限度實現經濟的自我循環。

4、進一步密切香港和內地的經濟聯繫，降
低與美國的關聯度。聯繫匯率制度下，香港會跟
隨美國的低息水平，從而影響香港的資產價格，
特別是樓市。本月14日，第三輪量化寬鬆出台後
，香港金融管理局隨即宣布了收緊第二套房貸的
舉措。

5、美第三輪量化寬鬆才剛閃亮登場，
中國方面需密切觀察資金的流向，並及
時在上述方面調整應對策略。

當羅姆尼的 「47%論」首次爆出時，他要求公布全部的講話視
頻，呼籲外界不要斷章取義。但在《瓊斯》雜誌公布的最新視頻中
，羅姆尼當天似乎對富豪捐款者暗示說，伊朗恐怖分子可以通過威
脅要用核彈炸毀芝加哥，來勒索美國。

「如果我是伊朗狂熱分子」
他說： 「如果我是伊朗——一個瘋狂的狂熱分子，我會說讓我

們送給真主黨一點裂變材料，讓他們把它帶往芝加哥，然後如果發
生什麼重大事變，或如果美國開始行動起來，我們就可以說： 『猜
猜我們要幹什麼？除非你們乖乖聽話，否則我們就要引爆一個髒彈
。』我想這就是我們的處境——美國可能被伊朗劫持並勒索，被那
些毛拉，被那些瘋人勒索。因此我們別無選擇，必須阻止伊朗擁有
核武器。」

在另一個錄像中，他大肆抨擊巴勒斯坦人，他說： 「我看巴勒
斯坦人是不想看到和平的，他們一心想要摧毀以色列，所以我認為
根本不可能（有和平）。」他還在錄像中開玩笑說，如果他是拉丁
裔，父母不是州長和富裕的汽車公司老闆，則他將更有機會在 11
月份總統選舉中勝出。

曾擬在華辦血汗工廠
在同一個錄像中，羅姆尼還談到他擔任拜恩投資公司首腦時，

曾考慮在中國開辦一家血汗工廠。這位曾於最近批評奧巴馬 「花了
43個月時間，卻不敢對抗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富商表示，他曾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獲邀請視察該工廠，那裡有二萬名婦女賺取微薄
工資，工作生活環境惡劣。不過，貝恩公司最終並沒有在該中國工
廠投資或收購該工廠。

據悉，錄像是在前民主黨總統卡特的孫兒詹姆斯幫助下公布出
來的，他在《瓊斯》網站上被稱為 「研究助理」。錄像片斷被自由
派雜誌《瓊斯》月刊放置在網上，該刊說，錄像是一位客人提供的
，該位客人曾出席5月17日由美國金融家馬克．萊德舉辦的宴會。

奧巴馬轟其製造分裂
美國總統奧巴馬周二對羅姆尼的 「47%論」作出回擊，他在美

國CBS電視台的《大衛牙擦騷》節目中說，羅姆尼的言論是在分裂
國家。奧巴馬說： 「如果你要當總統，你就必須為所有人服務，而
不只是為少數人。我想，人民都希望你不會撇下大半個國家不管，
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不可以這樣。」他還批評羅姆尼宣稱47%美
國人自認是 「受害者」的說法，並說 「美國夢」仍未破滅，在他所
會見的選民中，美國夢依然活着。巧合的是，羅姆尼在秘密錄像中
說，該節目的主持人討厭自己。

美國《華盛頓郵報》最新民調顯示，在關鍵弗吉尼亞州，奧巴
馬支持率領先羅姆尼8個百分點。《華郵》稱，距離大選投票只剩
7周，羅姆尼連連禍從口出，一掃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營造的氣勢
，如果不當言論再度出現，選舉結果將與拉鋸戰的民調數字大相逕
庭。

昂山：美緬關係回溫非敵視華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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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羅姆尼在一個針對富豪的籌款餐會上
的講話被曝光，在講話中，他指稱支持奧巴馬
的、47%的民眾都是不交稅、靠政府養的人，
他根本無法得到這群人的支持。從羅姆尼的判
斷可以知道，他基本上對爭取黑人、拉美裔和
低收入階層的支持者不抱希望，這些選民，無
論羅姆尼花多大的代價都很難爭取到，這些人
是奧巴馬的鐵票。可是，奧巴馬要想贏得大選
，只有這47%的鐵票還不夠，因此近期雙方爭
奪的焦點，變成了白人，尤其是一些關鍵搖擺
州的選情，將最終決定花落誰家。

近日多項民調都顯示，奧巴馬借助民主黨
大會的氣勢，已經在白人居多的傳統共和黨地
盤多有收穫，在俄亥俄、維吉尼亞、佛羅里達
、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星等五個關鍵州都處於
領先地位，在一些州，雙方差距甚至超過了八
個百分點。

有分析指出，如果奧巴馬能夠贏得俄亥俄
、維吉尼亞、佛羅里達，那麼這場大選他就贏
定了。這三個州擁有的選舉人票較多，分別是
18、13、29 票，加起來有 60 張，從歷史來看
，沒有一個成功當選的總統在這三個州輸掉。
而在其他兩個關鍵搖擺州，賓夕法尼亞州，民
調顯示有15%的選民還未做決定，在已做決定
的選民中，奧巴馬領先羅姆尼六個百分點。威
斯康星州，奧巴馬領先三個百分點，屬於民調

誤差正常值內。
奧巴馬與羅姆尼近日都在為十月三日的首場電視辯論會

下功夫，預計到了十月四日，就會有一些迄今還未做決定的
人士根據兩方的辯論表現做出決定。可是，如果幾個關鍵州
都丟掉了，羅姆尼要想贏得總統寶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紐約十八日電】

【本報訊】據法新社倫敦19日消息：英國警方
18日說，曼徹斯特兩名女警當天上午在辦案時遭一
名通緝犯槍擊殉職。這一宗震驚全英的殺警案，也
再次引發英國警察是否要佩槍的討論。

警方稱，當時 32 歲的波恩和 23 歲的休斯接到
盜竊報案出警，並未帶槍，卻在現場遭到此前已被
通緝的29歲殺人嫌犯戴爾．克雷根襲擊。克雷根突
然發動襲擊，使用了手榴彈和手槍，造成其中一名
女警當場身亡，另外一名女警在被送到醫院後因傷
重搶救無效。

據悉，29歲的嫌犯克雷根原本就是英國的首要
通緝犯，他涉嫌分別在今年 5 月和 8 月謀殺大衛．
舒爾特和馬克．舒爾特，他們是一對父子。但由於
警方掌握證據不足，克雷根於今年6月成功保釋出
獄。

曼城殺警案震動全英國，也再次引起警察要不
要佩戴武器的爭論。英國警察中只有一小部分經過
特別訓練的警察授權可以佩戴武器。武裝警察只佔
總警力的 5%。而英國警察本身也不願意佩戴武器
，一是因為從像美國等國的經驗看，警察佩戴武器
並不一定能增加安全系數。二是因為像曼城殺警案
這樣的槍支犯罪在英國相對還是很少的。

英國公眾對警察佩戴武器也不熱衷。ICM
2004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47%的人贊成，48%的人
反對。儘管9．11恐怖襲擊以來，在像倫敦這樣的
大城市，機場、使館外武裝警察變得越來越常見，
但就目前而言，英國警察不戴槍這個183年的傳統
還會繼續保持下去。

【本報訊】據法新社華盛頓 18 日消息：正在美
國進行訪問的緬甸反對黨領袖昂山素姬 18 日稱，緬
甸與美國的回溫，並非以中緬關係為代價，她同時

表示，美國應進一步放鬆對緬甸的制裁。
當地時間 18 日上午，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會晤

過後，昂山素姬在華盛頓的和平研究所發表演說，
期間特別提及與中國的關係。

她表示，不希望看到美國與緬甸往來，被視為
是對中國的 「敵視」。她說，美國與緬甸關係轉好
， 「很自然地」會引發外界猜測，美國是否意欲抑
制中國在區內的影響力。但昂山素姬說， 「這並非
意味着，美國與緬甸的來往應該被視為對中國的敵
對舉動」她說， 「我們可以利用目前的新形勢加強
三邊關係」，中美建立友好關係將為緬甸帶來莫大
的幫助。

當天，希拉里在華盛頓歡迎昂山素姬自 2010 年
獲釋後首次訪問美國。昂山素姬與希拉里會面時神
態輕鬆，面露笑容，穿着一襲紅色外套，頭髮上別
了三朵粉紅色小花。昂山素姬對希拉里表達了緬甸
人民希望美國能夠取消最後的制裁。她說，美國與
緬甸的關係應當建立在承擔起責任的基礎上，因為
她希望緬甸人民為自己的命運肩負起責任，而不是
過度依賴外部的支撐。

美民調：中國是對手非敵人

▲美國得州一名示威者18日手持標語 「羅姆尼：上帝保
佑半數美國人」 抗議 美聯社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羅姆尼 18日在猶他州籌
款拉票 路透社

◀美國總統奧巴馬（左）
出席《大衛牙擦騷》深夜
節目 法新社

▲美國務卿希拉里18日歡迎昂山素姬（右）到訪
華盛頓 法新社

▲18日在曼徹斯特，英國警方在兩名女警慘遭
槍殺的現場調查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