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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財政危機加劇
奧連任兩黨協議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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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連任總統後，諾
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
（見圖）接受訪問時表示，
雖然美國經濟的增長步伐仍
叫人失望，但是現在正不斷
改善。

被問及奧巴馬將要面對
的挑戰時，克魯格曼表示，
現時美國有醫療改革措施和
財政措施等着實行，直至現
在，奧巴馬還有能力和繼續
需要試圖把挽救美國人於危機中。

他續說，如果仍然有可能，美國仍可
推出額外的溫和刺激措施，主要是要救助

地方財政和地方政府。
至於財政懸崖方面，他

認為奧巴馬已提出了一個可
行的方案，即是只向上層社
會，而非向所有人徵稅。

而美國的貨幣政策方面
，新的政策預期可以改變投
資者對四至五年的看法。但
聯儲局將會用間接和具防衛
性的語言，所以現時雖然大
部分人預期聯儲局會延遲加

息，但該局卻未直接表達這種意願。不過
，他認為聯儲局今後必須更明確表達這種
意願。

奧巴馬連任，確保美國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刺激黃金
等貴金屬紛紛上漲，油價小幅上漲後出現大跌，主要受市場
擔憂希臘緊縮方案難以通過影響。不過金價其後倒跌。

昨日倫敦交易早段，現貨金升 0.6%，至 1726.15 美元，
昨日曾升 0.8%至 1729.7 美元，觸及 10 月 23 日高位。紐交所
12月期金升0.6%，至1725.7美元。黃金期貨周二曾升1.9%，
升幅達9月13日以來最大。奧巴馬首次當選總統當日，黃金
期貨曾升4.2%，在他四年任期內，升幅超一倍。今年來黃金
升幅10%，並將保持連續第12年的升幅。現貨銀昨日升0.6%
至32.19美元，前一日曾升2.6%。白金昨日升0.8%至1566.75
美元，鈀金升0.9%至624.2美元。銅曾升1.3%至7798美元。

希緊縮投票 油價先回落
昨日美國油價在逼近兩周高位後出現下跌，主要因為市

場擔憂希臘緊縮方案難以通過國會投票，為歐元區增加不確
定性。希臘國會將於香港時間今日凌晨對緊縮方案投票，只
有通過該方案，希臘才可獲得下一筆310億歐元貸款。

原油期貨昨日曾跌 3.2%，低見 85.87 美元，前一日曾升
3.6%。昨日倫敦交易時段，紐交所12月期西德克薩斯輕質油
（WTI crude）跌 1.04 美元，至 87.67 美元，前一日曾升
3.06美元，至88.71美元，達10月22日以來高位，今年以來

跌幅達11%。歐洲期貨交易所的12月期布蘭特原油曾跌1美
元，至110.07美元，前一日曾升3.1%。

奧巴馬連任總統還降低了美國擴大油氣開採範圍的可能
性，他曾在7月表示會否決眾議院有關到2015年將美國油氣
開採租約擴大一倍的提案，羅姆尼曾表示會支持開採。孟買
Kotak商品服務公司副總裁巴迪亞（Dharmesh Bhatia）表示
，除非美國經濟復蘇，否則油價不會有大幅下降。他預計油
價冬季將會升至95至96美元，稍後將回落。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首個任期內，美股和債市投
資者享受10多年以來最大升勢，但隨着奧巴馬連任
總統後必須就削減開支和加稅問題，與國會進行抗
爭，估計股市和債市的升勢將會放緩。

過去四年道指攀升67%
Wells Fargo Advantage Fund 和 RW Baird.

的分析員報告指出，奧巴馬將會繼續支持聯儲局的
利率政策，不過同時間，他的連任將會導致美國10
年前實施的股息及資金增值稅務優惠政策，可能不
再推行。據彭博搜集資料顯示，奧巴馬上任初期，
道指只差 5 個月就能追平二戰以來牛市的平均延續
時間。

雖然2008年奧巴馬在選舉勝出後的第二天，觸

發道指創歷史以來最大跌幅，但在過去四年以來，
美國人資產升幅跑贏其他發達國家。彭博數據顯示
，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採取非常規救經濟措施，刺激
道指攀升67%，美債總回報達到27%。

分析指出，任何牛市都有不同階段，目前美股
可進入牛市持續階段，市場回報要看奧巴馬連任後
處理結構經濟問題的進程，投資者對此抱審慎態度
，2013年將會是一個上落市。

2008年奧巴馬勝出總統選舉，第二天道指一度
大跌5%，導致當時美股市值一度蒸發11萬億美元。
而在今年11月6日奧巴馬宣布連任成功後，標普500
指數期貨跌幅收窄1%。

奧巴馬成功連任後，投資者焦點轉向財政懸崖
問題，奧巴馬想要在年底與國會攤牌，上調高收入

人士的所得稅率，兌現他 2008 和 2012 年的競選承
諾。

分析指出，為了要成功，他必須冒着調高個人
稅率的風險，要不然就是得說服共和黨放棄他們試
圖延長所有收入階層減稅的要求，如果奧巴馬希望
改變債務、赤字、支出、稅制政策，那就必須找到
方法與共和黨攜手合作。

奧巴馬希望挾着這次勝選連任的人氣，加上他
可行使的總統否決權，與共和黨展開 「大談判」，
讓美國避免墜落財政懸崖，並利用加稅和減開支來
降低未來的預算赤字。

美國高收入人士的股息稅將會由目前的 15%大
幅上調至43.4%，而利得稅的最高稅率亦會由15%上
調至23.8%，對於一個散戶來說，在標普500指數投
資1萬美元後，收益會由現時的每年180.2美元大跌
至 120 美元，賺獲 5000 美元而有意沽貨的投資者，
亦可能要繳付 1190 美元的利得稅，高於現時的 750
美元。因此，股息最高的公用股和電訊股，在周二
錄得最差的表現。

奧巴馬在金融危機期間決定出手救汽車業，對他今次成功
連任有很大幫助。美國選民表示，奧巴馬拯救美國汽車業，令
他在俄亥俄州選舉人票上佔盡優勢，勝出連任。

36 歲的美國選民賴特表示，奧巴馬總統需要花更多時間
，才能剷除前任總統小布什種下的經濟禍根。她在俄亥俄州東
利物浦經營州政府補助的託兒所，這個地方接近賓州和西弗吉
尼亞州的交界處。她說真的喜歡奧巴馬，汽車業紓困行動對俄
亥俄州幫助很大，對整個國家來說也是好事。汽車業的紓困支
撐了俄亥俄州，進而讓奧巴馬在這個州大獲全勝。

美國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集團，約有65%工廠集中在俄亥
俄州和密歇根州。據美聯社報道，周二晚上紐約時間11點多
，已經預估奧巴馬在俄亥俄州勝選；加上也拿下奧勒岡州，一
舉讓他獲得連任至少所需的270張選舉人票。

昆尼匹克大學民調研究所的助理主任布朗說，如果沒有汽
車紓困，俄亥俄州很可能在最後幾個月傾向支持共和黨總統候
選人羅姆尼。雖然俄亥俄州向來比其他州更支持共和黨，但是
今年卻喜歡民主黨的奧巴馬。

奧巴馬連任成功，改寫過去 40 年來信心指標
預 測 結 果 的 模 式 。 據 彭 博 政 府 指 標 （BGOV
Barometer）顯示，直至今年，擁有 40 年歷史的美
國經濟諮商會（Conference Board）消費者信心指
數，由1972年前任總統尼克松開始，在往後7次的
總統連任選舉年，都能準確預測總統連任結果，這
段期間的消費信心指數平均企在 95 水平以上。不
過今年奧巴馬連任成功，該指數平均為67。

分析員指出，指數的數字在現時環境已不重
要，因為今次的選舉結果反映政黨之爭的政治局
面，消費者信心指數對忠於政黨的選民發揮不到
大作用。

事實上，雖然今年總統選舉年的消費信心指數
接近歷史低位，不過在 10 月時指數曾經升至 72.2
水平，較一年前的40.9大幅攀升。即使奧巴馬上任
期間，失業率企在7.9%，就業市場有好轉。而彭博
的消費者安心指數，反映消費者對私人財政、經濟
和開支的信心，今年以來平均讀數為負44.3，相對
喬治布什連任選舉敗於克林頓當年為負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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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救汽車業 贏盡俄州票

量寬政策不變 金價先升後回

克魯格曼：美經濟改善中

美股債市升勢或放緩

在早段，受奧巴馬贏得大選刺激，全球股市昨日普遍造
好。倫敦交易早段，MSCI全球股票指數升0.4%，Stoxx歐洲
600 指數升 0.5%。MSCI 新興市場指數於香港時間午段曾升
0.7%，至1013.33點，升幅達三周高位。標普500期貨指數曾
升0.3%至1429.5點。標普500 指數自奧巴馬2009 年1 月上台
以來，已升77%，超過MSCI全球股票指數升幅63%。亞太股
市昨日普遍樂觀，MSCI 亞太股票指數曾升 0.7%至 123.26 點
，逼近10月19日以來收市高位。

美股初段急瀉312點
不過，在歡樂氣氛過後，市場開始把注意力重新放在美

國的財政懸崖方面，令歐美股市由升轉跌，初段最多跌 312
點。歐美股市下跌亦是受到歐盟警告歐洲經濟或會停滯不前
的影響。

經濟分析員本來認為，奧巴馬連任利好股票市場，聯儲
局繼續採取量寬政策，為全球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刺激對
新興市場股票等風險資產的需求上升。奧巴馬任內，美聯儲
局已推出三輪量化寬鬆政策（QE），購入了2.3萬億國債及
按揭相關債券，今年 9 月份推出的 QE3 每月購買 400 億美元

按揭支持證券，且不限定日期。
羅姆尼此前則明確反對聯儲局的刺激措施，並稱將在聯

儲局主席伯南克任期到期時替換掉他。雖然分析員指，伯南
克在2014年1月後繼續任聯儲主席的可能性不大，但奧巴馬
在任一定程度上確保了貨幣政策的連續性，緩解了市場對貨
幣政策收緊的擔憂。

債市方面，美國10年期國債孳息昨日紐約時間早段曾跌
12個點子至1.63厘，是5個月以來最大跌幅。10年期國債孳
息今年跌幅達 18 點，自奧巴馬上台以來共跌 69 點。美林銀
行數據顯示，美國國債今年回升1.8%，自奧巴馬上台以來升
幅達15%。美元昨日兌16種貨幣中的8種下跌，兌歐元曾跌
0.5%，後升 0.3%至 1.2772 美元，兌日圓跌 0.7%至 79.81 日圓
。彭博相關加權指數顯示，美元今年跌幅為2.2%，奧巴馬上
台以來跌幅為19%。

亞洲貨幣升至一周高位
昨日亞洲獲悉奧巴馬連任後，區內貨幣曾升至一周高位

，其中韓圜曾升0.5%，兌美元至1085.55韓圜，達13個月高
位，升幅最大；馬來西亞林吉特、泰銖、菲律賓比索、新台
幣及印度盧比均有升幅。

柏瑞投資（PineBridge Investments）投資部門主管前野
達志稱，奧巴馬再次當選總統短期內對市場是利好消息，因
為這消除了一個不確定性，但美國面臨的總體狀況並沒有改
變。相反，在共和黨控制眾議院的情況下，奧巴馬當選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國會分裂的可能性，不利解決財政懸崖問題。

若美國國會未能就財政方案達成協議，美國明年初將自
動觸發 6000 億美元的開支削減及增稅計劃，導致美國陷入
「財政懸崖」。國會將於 11 月 12 日開始解決財政問題，分

析員預測，談判可能於12月中旬才會進入實質階段，年底前
可能僅有短期解決方案。財政問題將成為奧巴馬贏取連任後
面臨的首要挑戰。

奧巴馬在首個任期內收緊了對美國金
融業的控制，他的成功連任對華爾街來講
可能並非好消息，雖然金融業更希望曾擔
任私募股權公司董事的羅姆尼當選，但在
現實面前，金融家需要做好準備迎接奧巴
馬的第二任期。

昨日民主黨贏得參議院多數席位，也
為金融業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
增添了一層保護層。哈佛大學教授沃倫成

功當選馬薩諸塞州參議員，她是力促將消
費者金融保護局寫入金融改革法案的關鍵
人物，並一向反對華爾街，支持對金融業
採取更嚴格的控制。但奧巴馬連任對華爾
街來講也並非世界末日，《紐約時報》旗
下DealBook報道稱，金融業在很多方面
已經適應了奧巴馬任內的監管環境，並且
做好了監管條例再收緊的準備， 「至少華
爾街知道對未來該有什麼樣的期待」 。

美國總統奧巴馬成功連任後，美股並未為他
助興，反而早段急跌312點，低見12933點，原
因是投資者憂慮奧巴馬當選後，而共和黨仍然控
制參議院，民主共和兩黨更難就財赤和加稅問題
達成協議，最終把美國迫向財政懸崖。歐股則由
升轉跌，英法德股市跌近1%。不過，市場獲悉
奧巴馬成功贏取連任後，憧憬聯儲局將繼續推行
量化寬鬆政策，美元兌主要貨幣下跌，10年期國
債升至兩月高位，金價曾見兩周高位。

本報記者 陳小囡

華爾街更願羅姆尼當選

股市起舞後急跌

亞歐美股市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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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股可進入牛市持續階段，市場回報要看奧巴馬
連任後處理結構經濟問題的進程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