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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寬鬆貨幣政策負面效應凸顯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魏 民

今年，世界經濟復蘇勢頭全面放緩，一些
主要發達經濟體徘徊在衰退邊緣。為擺脫困境
，美歐日於9月相繼推出了新一輪寬鬆貨幣政
策。美聯儲推出第三輪量化寬鬆措施（QE3）

，歐央行宣布啟動直接貨幣交易計劃（OMT）
，日央行連續兩月擴大購入資產的基金規模。發
達國家持續為全球市場注入流動性的做法，直接
衝擊到新興經濟體，其負面效應日益凸顯。

觸發新一輪貨幣戰
熱錢加速流入中國和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

自QE3之後，從北美地區流向新興市場的資本佔
全球資本流出總量的90%以上，而中國（包括港
澳台）從9月下旬到10月，吸引了其中80%以上
的資金。中國外匯儲備增量由負轉正，9 月外匯
佔款激增，10月外匯佔款又環比增80%。菲律賓
、韓國、印尼、泰國和新加坡也都有大量外資湧
入。泰國在熱錢入境的壓力下，放寬了境內投資
者投資海外市場的限制，鼓勵資本外流。

QE3出台以來，人民幣一改階段性貶值態勢

，重回升值預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出現少有的
連續漲停；港元兌美元也大幅升值，香港金管局
3年來首次干預匯市，自10月20日以來，連續10
次向市場拋售322.26億港元。其他金磚國家貨幣
對美元均出現不同程度走強。截至 10 月 15 日，
印度盧比、俄羅斯盧布和巴西雷亞爾對美元分別
較6月底升值7.1%、4.2%和1.9%。巴西被迫實施
「骯髒浮動匯率制」，僅允許雷亞爾兌美元在一

個狹窄區間內浮動，以緩解雷亞爾兌美元一路走
強勢頭。隨經濟形勢的惡化，國際貿易增速也
顯著放緩，保護主義傾向日趨嚴重，越來越多的
新興經濟體在匯率階段性升值背景下，表現出競
爭性貶值的傾向，貨幣戰、貿易戰此伏彼起。

資產泡沫聚集 港匯受衝擊
香港、新加坡房地產升值明顯，香港房價屢

創新高，特區政府為遏制持續攀升的房價，於10
月26日推出「樓市新政」，將針對炒樓的額外印花
稅提高 5%。越南房地產市場價格也被熱錢推高
，今年流入的95億美元中，房地產佔22億美元。

亞洲股市隨資金流入普遍上揚，泰國、菲律
賓和印度股市今年上漲幅度都在20%以上，香港
恒指創14個月收盤新高。資本市場上國際游資十
分活躍，其特點是規模大、流動快、趨利性強，
是造成金融市場動盪的潛在因素。大量流動性造
成的資產泡沫有可能助推新的金融危機的出現。
「債券大王」格羅斯提醒投資者，貨幣和財政政

策產生負面效果的風險增大，可能導致未來金融
市場崩潰。

與美元的聯繫匯率制要求香港貨幣政策跟隨
美聯儲，但是香港的經濟周期又與中國內地一致
，使本處正周期的香港經濟在該踩剎車的時候，
卻跟隨美聯儲一起踩了油門。特區政府干預匯市
、樓市新政等一系列應對舉措，實質也是維繫聯
繫匯率制的一場金融保衛戰。

美歐日寬鬆貨幣政策剛推出兩月，已顯現諸
多負面效應。通常政策遲滯時間還會延長3-6個
月，可以預見，明年上半年貿易戰、貨幣戰將更
趨激烈，全球通脹也將隨糧食價格的進一步上漲
而面臨上行風險。中國將面臨成本型通脹和輸入

性通脹的雙重壓力，既要保增長又要遏制通脹和
資產泡沫，宏觀調控會更加複雜。

貨幣政策是雙刃劍
當前，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以QE3

為代表的全球央行寬鬆政策聯動趨勢明顯。大選
塵埃落定的美國，奧巴馬政府為鞏固經濟復蘇、
改善就業和避免即將面臨的財政懸崖，有望延續
寬鬆貨幣政策。而歐洲央行承諾購債這一利好消
息也緩解了歐債形勢，使全球投資者風險偏好情
緒開始走高，但無論是美國的 QE3 還是歐洲的
OMT，在總規模和持續時間上還存在很大的不
確定性。

貨幣政策是一把雙刃劍，西方國家在熱衷
於不限量量化寬鬆的同時，也不可避免會傷
及自身，資產負債表進一步惡化以及靠低利
率扶持低效企業，勢必會延緩其必須的財
政整頓和結構調整，最終將損害該國
的主權信用、貨幣地位和經濟競爭
力。

美軍事軸心加速轉向亞太
艦機頻繁造訪 基地名亡實存

【本報訊】據中通社13日消息：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俄羅斯總
統普京在13日通電話，奧巴馬接受了普京提出的訪問俄羅斯邀請
，確定在雙方商定的日期訪問俄羅斯。

克里姆林宮方面稱，奧巴馬與普京進行了電話通話，普京再次
恭喜奧巴馬成功連任。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美兩位總統確認，他們希
望推動兩國在所有領域包括經濟領域的雙邊關係發展。普京同時期
望奧巴馬成功組建新政府班子，邀請他到俄羅斯正式訪問。

奧巴馬對普京的祝賀表示感謝，稱他已準備好在將來訪問俄羅
斯。但具體的訪問日期將在日後通過外交渠道溝通。

早在本月7日，普京就致電奧巴馬祝賀其連任成功，邀請後者
2013 年訪問俄羅斯。有媒體認為，俄羅斯方面對奧巴馬連任表現
出積極的反應。

據稱，在俄羅斯的政界人士眼中，與羅姆尼相比，奧巴馬是一
個 「說話算話」的人。奧巴馬曾在2009年訪問俄羅斯，與俄羅斯
當時的總統梅德韋傑夫會談。

【本報訊】據法新社澳洲珀斯 14
日消息：美國與澳洲周三宣布，美軍將
在澳洲部署一個強大的雷達系統以及空
間望遠鏡，作為其重返亞太戰略的一部
分。

美澳兩國在年度戰略對話中宣布，

美國在澳洲城市埃克斯茅斯西北部署一
個美空軍 C 波段陸基雷達系統。澳防
長史密斯透露，同時計劃將原本在美國
新墨西哥州的一個太空監測望遠鏡遷移
到澳洲西部，具體的城市還未確定。

美防長帕內塔表示，這次的合作是
「兩國在太空領域合

作的一大躍進，同時
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
進行戰略調整之後的
最新前沿陣地」。

由於該雷達強大
的功率，它能夠更有
效地監測和追蹤太空
垃圾，但美國國防部
一位高級官員透露，
該雷達也有助於監測
中國太空飛行器的發
射。他表示， 「這將
使美國軍方觀測到整
個亞洲範圍內一切離
開或進入地球大氣層
的物體。」

美國國防部希望，到 2020 年
，將其位於亞洲的海軍軍力比例從
當前的50%提高到60%。美國堅稱
，上述活動並非旨在遏制中國，也
不是永久回駐以前的軍事基地。不
過，在菲律賓美軍前基地蘇比克，
眼前的一切卻很難讓人相信上述的
保證。

儘管五角大樓聲稱 「無意在菲
重建軍事基地」，但蘇比克這座處
於南海關鍵海上航線上的海岸城市
，卻展示出美國軍力正不斷增強的
景象。它像是一個整潔的美國郊區
，有購物中心、快餐店，街道燈光
明亮。工人們正在當地一個港口修

理到訪的美國埃默里．S．蘭德潛
艇補給艦。

「像租車而不買車」
蘇比克灣都市管理局主席加

西亞說道， 「每個月都有（美國
）船隻進來，幾周前，潛水艇開
了進來，航空母艦也曾來過，他
們在亞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這種設施。」

截至今年 10 月，已有 70 艘美
國海軍艦艇經過蘇比克，超過去年
和前年分別為 51 和 55 艘的造訪記
錄，每月有逾100架美國飛機在另
一個美軍前基地克拉克停留。

為了加強蘇比克灣的新角色，
五角大樓承包商與韓國韓進重工公
司與簽訂了價值 20 億美元的船塢
建造合同，為美國戰艦提供維修和
相關物流服務。

英國《簡氏防衛周刊》亞太
編輯哈迪表示，美國此舉 「這就
像租車而不買車，享有使用權的
同時風險又降低。如果看一下蘇
比克，會發現美國以拿回該基地
所有權所需財政與政治成本中的
很小一部分為代價，獲取利用菲
律賓基地與資產、私有資產以及
其他一切的機會。這給予美國與
經營基地同等的戰略覆蓋面，但

同時又不必承擔經營基地的那些
麻煩。」

對於菲律賓來說，美國的軍事
存在給保護了菲律賓的空軍和海軍
，同時可幫助海軍設備和沿岸雷達
系統現代化。美國軍人的到來也刺
激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美欲增駐澳兵力
澳洲國防部長史密斯在 14 日

美澳年度戰略對話上透露，美澳
就確保將來美國能夠更方便地進
出澳洲北部空軍基地以及包括斯
特靈海軍基地在內的港口進行了
討論。

作為軍隊調整的一部分，美國
海軍250支精銳分隊今年在澳洲北
部駐軍已經6個月，雙方希望美軍
人數能在2017年達到2500人。

美國已經在澳洲展開了部分戰
略性的聯合行動，都由美國出資建
造，其中包括通信情報和衛星通訊
設備。美國艦船和飛機可以前往澳
洲西海岸和北海岸的基地補充物資
。澳洲外長卡爾本月曾說： 「沒有
基地，我們必須強調這一點。美國
並沒有尋求這點，我們也不會同意
。」

五角大樓同時也開始關注越南
的金蘭灣。今年6月，帕內塔成為
越戰後首位訪問金蘭灣的美國防長
。但越南外交部表示， 「越南不會
就金蘭灣的軍事用途和外國展開合
作。」

哈迪分析稱， 「美國重新平衡
力量的原因很清楚，21 世紀是亞
洲的世紀，能夠參與進去就能夠獲
得很多，反之就會失去很多。中國
過去兩年在該區域的失誤，為美國
的參與打開了大門。」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法新社14日消息：自從美國總統
奧巴馬宣布將外交、經濟與安全政策重心轉向亞洲之後，美國
加快與亞太多國的軍事聯繫。美軍戰艦、飛機及人員頻繁造訪
亞太多國，並且出資為菲澳等國建造相關設施，形成一種讓軍
事基地 「名亡實存」 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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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重返亞太示意圖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中央社14日消息：本周，美國總統
奧巴馬、國務卿希拉里以及國防部長帕內塔先後出訪亞太。

希拉里和帕內塔14日在澳洲參加美澳部長級定期磋商會議，

雙方集中討論亞太區域安全問題，以及美國在澳洲北部港口城市達
爾文駐紮海軍陸戰隊的方案。之後希拉里將訪問新加坡，並於17
日在泰國與奧巴馬會合。隨後，奧巴馬與希拉里將共同訪問緬甸，
會晤緬甸總統吳登盛和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三人20日將首度共
同出席在柬埔寨金邊舉行的東盟峰會，與包括中國總理溫家寶等多
位亞洲國家領袖會晤。

希拉里：澳印加強軍事聯繫
13 日晚，希拉里在西澳大學演講時強調，儘管內有財政懸崖

的巨大壓力，外有焦頭爛額的中東危機，但美國將長期把亞洲事務
放在中心位置。

希拉里說，美國 「正在更廣泛地參與亞太地區的事務。我們要
百分之百地明確一點，我們會留在這裡，這很重要。」她還表示，
印度在本區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澳洲和印度舉行
聯合海上軍演，美國對此是十分樂見的。

美國官員指出，奧巴馬成功勝選後，確定第2任期後的首度國
外訪問就是亞洲，並與多位最高層級官員聯合出訪，意義重大。分
析人士認為這些訪問傳遞出兩個信號：一是意味亞太地區將成為
奧巴馬第二個任期內的重點外交目標，二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將具
體化、機制化。

美軍政要員密集訪亞太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左二）、美國防長帕內塔（右一）、澳
洲防長史密斯（右二）、外長卡爾（左一）出席美澳年度戰略
合作會議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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