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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新協定僵局雖破難題未解
糧食安全等未見突破

惠譽：明年全球經濟增速接近 3%
綜合報導 惠譽日前發布的最新全球
經濟展望報告預計，受發達經濟體更w勁
復蘇的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有望在 2014 年
和 2015 年提速，預計 2013 年全球經濟增
速‡ 2.3%，2014 年和 2015 年經濟增速將分
別達到 2.9%和 3.2%。
惠譽預計，美國 2013 年實際國內生X
總I（GDP）將增長 1.7%，2014 年和 2015
年增速將分別提高至 2.6%和 3.0%，這主要
受到房地X市場復蘇、就業市場回暖以及
企業盈利能力提升的支撐。預計 2014 年美
國失業率將降至 6.9%，2015 年進一步降至
6.5%。
惠譽表示，美國經濟增長面臨的主要
下行風險是財政再度緊縮、政府預算和債
務上限問題對信心造成打擊，長期美債收
益率急升等。惠譽預計美聯儲將在今年 12

月至明年 3 月之間的某個時點開始縮減每
月 850 億美元的資X購買規模，但首次加
息要等到 2015 年中。
對于歐元區，惠譽預計該地區經濟在
2013 年萎縮 0.4%後，明年有望增長 0.9%，
並在 2015 年增長 1.3%。日本方面，考慮到
“再通脹”政策僅能發揮短期刺激作用，
中期效果不þ明確，惠譽預計日本今年經
濟增速將達到 1.8%，2014 年和 2015 年將分
別放緩至 1.5%和 1.2%。
惠譽還預計新興經濟體增速只會略
有改善，今年‡ 4.6%，2014 年和 2015 年
小幅升至 4.8%和 5%。惠譽指出，全球流
動性趨緊、非能源大宗商品價格下跌，
以及包括部分長期風險在內的結構性劣
勢，將對主要新興經濟體造成不同程度
的影響。

世貿新協定僵局雖破難題未解
WTO 達成“早期收獲” 糧食安全等未見突破
WTO 第九屆部長級會議達成了“巴厘一攬子協定”，
雖然‡陷入多年僵局的多哈回合談判注入前進動力，然而
包括農業在內的核心議題並未取得實質性成果。近年來區
域性的貿易談判進展如火如²，面對 WTO 本輪的“早期收
獲”，樂觀還‡時L早。
“巴厘島只是一個開始”
本次達成的“巴厘一攬子協定”， 主要包含貿易便利
化、農業、棉花、發展等四項議題共 10 Ë文件。其中涵蓋
簡化海關及口岸通關程序、允許發展中國家在糧食安全上
有更多選擇權、協助最不發達國家發展貿易等內容。世貿
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會後坦言道：“巴厘島只是一個開
始，ù讓我們有足þ的信心解決那些耽擱許久的問
題。”
貿易便利化方面，同意建立“單一窗口”以簡化1關
手續，而世貿組織將盡快成立籌備委員會，就協定文本進
行法律審Q，確保相關條款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前生效；農
業方面，協定同意‡發展中國家提供一係列與農業相關的
服務；棉花貿易方面，同意‡最不發達國家進一步開放市
場，協助其提高棉花X量；發展議題方面，同意‡最不發
達國家出口到富裕國家的商品實現免稅免配額制，進一步
簡化最不發達國家出口X品的認定程序等。
關鍵問題未見實質成果
與會各方普遍認‡，彌合圍繞糧食補貼所X生的分歧
是達成協定的決定性條件，美國和印度在農業問題上的分
歧嚴重，印度堅持農業補貼的w硬態度一度令談判陷入僵
局，雙方最後同意四年內就糧食補貼達成永久解決方案：
其間發展中國家補貼即便超過限額也不會遭到申訴，但政

府補貼購買的糧食嚴禁出口。
糧食安全也是導致多哈回合談判 12 年來陷入僵局的重
要議題之一。在農業和非農X品市場準入問題上，美國希
望歐洲大幅降低關稅，以便‡美國農X品打開新的市場；
而歐洲則要求美國在停止向美國農場主提供補貼方面加大
工作力度。
與此同時，巴西、印度等國家則反對發展中國家削減
制成品關稅。若這兩個議題不解決，多哈回合的知識X
權、服務等其他 6 個議題便很難取得進展。因而從關鍵性
領域談判進展而言，“打破僵局”的本次會議並未凸顯實
質性成果，其推進力度和深度仍取決于後巴厘議程進展。
區域貿易協定方興未艾
路透社對此引用瑞士聖加倫大學國際貿易Ã授伊文奈
特評論道，除了掩蓋在糧食安全方面的嚴重糾紛外，“巴
厘島會議並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多哈回合的成員多、議
題廣、談判難不僅令世貿組織近年來被貼上了“效率低
下”、“改革落後”的標簽，雙邊、區域性合作組織的異
軍突起也進一步稀釋了世貿組織作‡全球首要多邊貿易談
判機制的地位。
相較于多哈回合“12 年磨一劍”式的進展，跨太平洋
夥伴協定（TPP）四年內ð行了 19 次談判，美國等成員國
多次公開表示要在今年內達成協議。新加坡拉惹勒南國際
學院 TPP 專家埃姆斯認‡，“很有可能明年 3 月左右完成
協議”。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國際貿易係副主
任陳波也認‡，“TPP 極有可能明年就完成，在 2020 年實
現全面開放的市場”。目前美國與歐盟今年 6 月/動的跨
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也已進入關鍵性談判
階段，計劃在兩年內達成協議。

日元持續貶值

綜合報導 在安倍經濟政策及日本央行持續放水的
作用下，今年以來日元持續貶I，截至 9 日收盤，美
元 兌 日 元 匯 率 從 年 初 的 86.7 升 至 103.09， 升 幅 接 近
20%。受此影響，汽車、電子等日本出口型企業收獲不
少“匯率紅利”，不 但 業 績 表 現 可 圈 可 點 ， 股 價 也 節
節高升。
其中，松下在截至 9 月底的本財年第二財季實現ê利潤 615 億日元（合 6.24 億美元），ë轉了去年同期虧損 6980 億
日元的表現，營業利潤同比增長 69%至 824 億日元。松下同時將 2013-2014 財年全年ê利潤預期由 500 億日元大幅上調至
1000 億日元。
夏普財報顯示，在截至 9 月底的第二財季
實現ê利潤 136 億日元（約合 1.39 億美元），
同樣ë轉了去年同期ê虧損 2492 億日元的表
現，且是兩年來首次實現季度盈利。
未來相關的盈利機會。他認‡：“對大型金融機構 變，將給金融機構創造巨大的投資機會。”
上述日本電子企業在財報中談及業績
來講，與能源相關的基礎建設市場存在很多機會，
麥肯錫全球基礎建設•究聯席主管羅伯特· 帕
好轉的因素時，無一例外地提到日元走軟
特別是北美的中遊市場；此外在歐洲，機會廣泛存 爾特表示，如今美國政府更傾向于利用私人資本替
帶來的影響。日元走軟令出口企業以日元
在于銀行業去桿杠化、企業融資需求以及金融監管 代政府預算來補充基礎建設投資，特別是一些在資
計的海外收入擴大，改善了企業的業績表
改革的過程中；而在亞太地區的發達國家市場，政 金運轉上捉襟見肘的州級政府。盡管這個重要的轉
現。此外，上述電子企業積極推進業務重
府推進的私有化進程將驅動大量的資本流動持續出 換過程L處在初期階段，但已引起市場高度關注。
組和瘦身計劃，也幫助了業績好轉。今年
現。”
帕爾特稱：“投資一個良好的基礎建設項目，其回
以 來 松 下 股 價 累 計 上 漲 127% ， 夏 普 股 價 上
貝 萊 德 基 礎 建 設 投 資 團 隊 主 管 吉 姆 · 白 瑞 表 報率在 12%至 15%之間；但如果做不好，並不是沒
漲 12%。
示：“未來全球基礎建設市場可能發生的結構性轉 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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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肯錫報告：維持全球經濟持續增長需要龐大數量的資金
綜合報導 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日前發布•究
報告稱，維持全球經濟持續增長需要龐大數量的資
金，預計到 2030 年，包括城市道路交通、電力能源
以及水力設施相關的基礎建設項目的投資，至少需
要 57 萬億美元。報告同時表示，摩根士丹利、貝萊
德、瑞信等大型金融機構將會在基建項目投資過程
中¥取更多利潤。
摩根士丹利基礎建設投資部門首席策略師切爾
斯· 考斯克表示，十分讚同麥肯錫的觀點，並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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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年內削減 QE 預期升溫

繼續購債風險或大於收益
聖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近日表
示，近期勞動力市場的改善‡美聯儲儘
快縮減 QE 提供了機會。他建議美聯儲
最好在 12 月 17 日—18 日召開的例會中
宣佈小規模削減 QE，以此表明對就業
市場改善的認同，並可在 2014 年上半年
密切監視通脹狀況，“如果通脹未能朝
2%的目標水準前進，美聯儲可以在此後
的會議上暫停縮減 QE”。
布拉德指出，過去的一年裏，勞動
力市場的兩個關鍵指標——失業率和新

增非農就業人數都出現了明顯的改善，
這‡ QE 縮減提供了有力依據，意味著
美聯儲的購債計劃很大程度上落實到
位。由於就業市場有望持續改善，美聯
儲縮減 QE 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加。
達拉斯聯儲主席費舍爾也于同一天
發表講話稱，美聯儲應在下周的貨幣政
策例會上就宣佈開始縮減 QE，當前每
月 850 億美元的購債計劃的成本遠超收
益，在當前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繼續
通過超寬鬆貨幣政策提高通脹預期的做
法“非常短視，甚至有些魯莽”。

近日，包括聖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達拉斯聯儲主席費舍爾、裏
士滿聯儲主席萊克爾在內的多位美聯儲高層就量化寬鬆（QE）政策前
景和未來經濟走勢發表看法，言辭普遍偏向“鷹派”。其中擁有今年貨
幣政策投票權的布拉德建議美聯儲最好在下周進行的貨幣政策例會上宣
佈開始小幅削減月度購債規模，擁有明年貨幣政策投票權的費舍爾也敦
促美聯儲儘早削減購債。

費舍爾建議美聯儲設
定1晰的削減 QE 時間表，
盡可能減少對市場的影
響，讓市場能þ充分消化
政策的轉變。他還指出，
縮減債券購買並不意味著
提升短期利率，美聯儲可
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將
短期利率維持在低位，具體多久將取決
於經濟發展情況。
此外，裏士滿聯儲主席萊克爾表
示，美聯儲官員可能會在近期討論放
緩資X購買進度的相關事宜，貨幣刺
激ð措不可能給美國經濟帶來很大的
幫助，進一步推進寬鬆政策的風險已
超過其收益。
萊克爾還表示，通貨膨脹率會在未
來一年或兩年內向美聯儲設定的 2%的
目標靠攏，美聯儲官員“會密切關注這
一點”。萊克爾不具有今年和明年的貨

幣政策投票權。
年內削減 QE 幾率增大
美國勞工部上週五公佈的非農就業
報告顯示，11 月美國失業率跌至 7%，
創下五年來最低水準。此前美聯儲主席
伯南克曾在 6 月Ë時表態稱，美聯儲將
在失業率降至 7%時結束購債。
w勁的非農就業數據，加之美聯儲
官員連連表露鷹派言論，讓市場對於美
聯儲可能比原本預計的時點更早開始縮
減 QE 的預期升溫。高盛首席經濟學家
哈祖斯 9 日表示，雖然從各方面狀況來
看，美聯儲最有可能宣佈開始縮減 QE
的時間點是在明年 3 月，但這一時點被
意外提前的可能性也無法排除。
哈祖斯指出，一方面，美國 11 月
Ë的就業數據全線向好，另一方面，
美國近期的各項經濟數據釋放出更多
的積極信號。此外來自美國政府財政
領域的負面衝擊有望在步入明年後得

到緩解，這都可能使得美聯儲縮減 QE
的進程加快。
哈祖斯還表示，基於當前的經濟
基本面及失業率數據表現，伯南克此
前提出的在失業率降至 7%時徹底結束
QE 的承諾註定難以兌現，‡此美聯儲
需要在此後的會議上對政策指引措施
加以修正，以維繫其貨幣政策措施的
可信度。
還有經濟學家表示，市場將關注美
國政府有關預算協議方面的磋商。有媒
體稱美國政府有望在耶誕節之前敲定預
算協議，分析人士認‡如果這一政治不
確定性被移除，有可能促使美聯儲提早
採取行動。
也有市場人士認‡，儘管就業數據
表現突出，但較低的通脹水準仍令人感
到擔憂。美國商務部上週五公佈的報告
指出，過去 12 個月中美國通貨膨脹率僅
‡ 0.7%，核心通貨膨脹率漲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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