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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巴塞羅那污染嚴重
大霧籠罩上空

當地時間 12 月 9 日，泰國曼谷，英拉發表電視講話宣佈解散國會下議院引
發民眾強烈示威，反政府
抗議者駕駛鏟車移除設置
在政府辦公室
樓前的路障。

烏克蘭示威活動持續
抗議者向警察送花送食物

當地時間 2013 年 12 月 9 日，西班牙，大霧籠罩下的西班牙城市巴塞羅那。

12 月 9 日，
“2013 國 際 小
姐世界大會”
在東京品川舉
行了新聞發佈
會，來自世界
各 地 的 66 名 佳
麗分別進行了
民族服裝及泳
裝 的 展 示 。
“2013 國 際 小
姐世界大會”
總 決 賽 將 於 12
月 17 日進行
日進行。
。

“2013 國際小姐世界大會
國際小姐世界大會”
”在東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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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勞
動黨中央政
治局擴大會
議 8 日在平壤
舉行。會議
宣佈張成澤
一夥有嚴重
反黨反革命
行為，宣佈
解除張成澤
一切職務並
開除出黨。
開除出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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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鷹派”聲音日盛
月內縮減 QE 幾率上升
綜合報導 備受市場關注的
美國 11 月非農就業報告上週五
正式發佈，顯示全美就業市場進
一步向好。這令美聯儲內部“鷹
派”聲音更加響亮，使得聯儲本
月內啟動放緩購債的幾率進一步
上升。不過分析人士指出，即使
美聯儲本月內採取行動，也不意
味著其貨幣政策方向告別寬鬆，
美聯儲退出 QE 將是一個逐步實
現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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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勞工部 12 月 6 日發
佈的報告，11 月全美非農領域就
業人數環比增加 20.3 萬人，遠高
於 18.5 萬 美 元 的 預 期 中 值 。 同
時，11 月全美失業率進一步降至
7%，同樣遠優於 7.2%的預期中
值和 7.3%的前月數據。
美聯儲本年度最後一次貨幣
政策會議將於本月 17 日至 18 日
召開。在近期美經濟總體穩定趨

好的背景下，就業市場是否能進
一步復蘇被認為是影響美聯儲接
下來貨幣政策決議結果的重要因
素。因此，當 11 月非農就業報
告出爐後，美聯儲內部和市場人
士紛紛增強了對於美聯儲月內縮
減 QE 的預期。
一直對美聯儲 QE 政策措施
持反對態度的費城聯儲總裁查爾
斯· 普羅索 6 日接受美國 CNBC 電
視臺採訪時表示，美聯儲應開始
放緩每月 850 億美元的資產購買
項目，讓經濟依靠自身企穩。
普羅索認為，11 月非農就業
報告“非常好”，顯示出過去數
月“非常穩定的增長”，他預計
明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將達到
3% 。 他 還 就 QE 政 策 做 出 評 價
稱，“開始逐步退出這一項目是
明智的。該項目未來將給經濟帶
來負面後果和風險。”
一直持“鴿派”立場的芝加

哥聯儲總裁埃文斯雖未轉投“鷹
派”，但也暗示美聯儲開始探討
削減 QE 的具體方案。他表示，
11 月份就業數據顯示美國經濟正
在改善，但他不能完全肯定削減
量化寬鬆時機已經成熟，他對 12
月份採取行動持開放態度。埃文
斯稱，只要美聯儲還繼續提供必要
的融通性，那麼自己對延續還是結
束寬鬆“並無特別的偏愛”。
埃文斯還表示希望看到未來
幾份非農就業報告也能像 11 月
的報告一樣顯示出類似的增長，
這樣才能確認就業數據的改善具
有可持續性。他預計明年美國
GDP 增長速度將在 2.5%到 3%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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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強勁的就業數據的出
爐，市場人士對美聯儲本月內開
始削減 QE 的可能性的預期有所
升溫。美國麥西羅金融公司經濟

學家迪亞內· 斯旺克認為，月度
非農新增就業人數超過 20 萬，
美聯儲希望此類數據為其縮減
QE 提供依據，預計其 12 月縮減
QE 的幾率是 50%。
不同的聲音同樣存在。紐
約大學教授馬克· 錢德勒就指
出，美國就業狀況強于預期，
但其程度還不至於讓美聯儲縮
減 QE。
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馬克· 讚迪也表示，11 月份勞動
力市場表現強勁，但預計美聯儲
要到明年 3 月份才會採取行動，
因為美聯儲官員一方面需要判斷
就業市場的改善能否持續，防範
第四季度經濟增速可能出現的下
滑，而且美聯儲對國會預算談判
的進展也持觀望態度，況且目前
通脹水準依然很低。
紐約梅隆亞太區主席利格思
日前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採訪
時指出，如果美國國會兩黨在未
來一個月內能夠就預算案以及債
務上限達成協定的話，預計美聯
儲將會在明年 1 月底開始放緩購
債。但他強調，這只是退出 QE
的開始，並不意味著美聯儲一定
會採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美聯儲接近縮減每月 850
億美元資產購買計劃
綜合報導 儘管美聯儲 12 月份減緩資產購
買的幾率達到平衡，美聯儲接近縮減目前每月
850 億美元資產購買規模。
正在討論之中的縮減資產購買規模計劃本
質為：美聯儲在通過其他方式增加額外貨幣寬
鬆的同時，削減資產購買規模，達到對整體財
務狀況產生中性影響的目的。這些額外的刺激
措施將為美聯儲調整經濟政策提供進一步參考，

瑞典漸成“無現金社會”

!"#$%&'(

綜合報導 1661 年，瑞典是第
一個使用鈔票的歐洲國家。但如
今，現金的使用在這個北歐國家
已越來越少見。法新社 8 日說，
瑞典僅有不到三成(27%)的消費仍
用現金結賬。手機付款、信用卡
付款、網上銀行支付的普及與流
行，逐漸讓瑞典成為“去現金化”
的國家。
“沒有一家企業或銀行有接
受現金的義務”，瑞典央行曾這
樣表示。記者在瑞典觀察到，首
都斯德哥爾摩的大型超市，已開
始使用自助付款機結賬。顧客在
自助付款機處自行掃描所購物品，
並按照機器指示用銀行卡付款，
支付完畢後將小票在超市出口掃
描，作為支付憑證。一些購物中
心已明確標明，只接收信用卡支
付，不收現金。在出行方面，當
地公交車票幾乎不用現金支付，
乘客除使用交通卡外，可發送短
信買車票。而計程車也多以銀行
卡支付，因為計程車司機幾乎沒
有零錢可找，如果支付整數便自

引導美聯儲應對失業率下降至 6.5%
以下，或銀行存款利率降低等情況。
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將於 12 月 17 日至 18 日召
開議息會議。
最近美國多項經濟數據都有所好轉。上周
公佈的美國 11 月非農就業新增職位 20.3 萬份，
進一步鼓勵美聯儲削減資產購買規模。相比 9
月份，美聯儲也更為自信，公債利息升高反映
人們對經濟增長持樂觀態度。亞特蘭大美聯儲
主席洛克哈特（Dennis Lockhart）上周講話時
稱：“我預計，即將召開的美聯儲聯邦公開市

動成為小費。火車及機場快軌車
票，除在網上購買外，也可使用
銀行卡在車站的售票機直接購買。
火車站的行李存放處和停車場的
計時器，之前的投幣箱也都被銀
行卡支付代替。
銀行在人們印象中有充足的
現金，法新社 8 日稱，瑞典一名
劫匪曾欲搶劫一家斯德哥爾摩的
銀行，但由於他去的是一家“無
現金銀行”，因此不得不空手而
歸。如今在斯德哥爾摩市，除市
中心的幾家大銀行外，其他銀行
內除自動取款機外，都不存有現
金。如果用戶去銀行存取大量現
金，必須出示證件，必要時還要
寫明現金來源報告，銀行才做現
金存儲業務。
瑞典的這種去現金化無疑展
示出其經濟穩定、電子資訊業務
發達、市民素質水準高等社會特
色，但也有諸多隱憂。除讓一些
外國遊客不適應外，對本國失業
者或者退休老人來說，信用卡或
者網上支付的方式過於複雜。

場委員會會議中，將會開始考慮削減資產購買
規模。”
然而，報道還稱，美聯儲于下周召開聯邦
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時，將會對是否削減資
產購買規模展開激烈辯論。美聯儲實施資產
購買，旨在產生持續的經濟增長勢頭，因此
只有相關數據達到更高水準時，美聯儲才有
理由採取行動。此外，美聯儲做出縮減資產
購買決定還面臨一系列困難，包括在採取其
他沖淡影響的替代性措施，耶誕節來臨市場
流動性降低，通貨膨脹數據疲軟等方面達成
一致。

美或削減 QE 日本反其道行之或影響全球
綜合報導 美聯儲將於 12 月 17 日召開關
鍵會議，決定是否削減現行的量化寬鬆（QE）。
而隨著安倍經濟學的失敗，日本或反其道行
之，增加量化寬鬆的力度。
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包括降低短期利率、
購買長期債券。政府希望以達到吸引風險投
資、幫助銀行修復資產負債表、減少債務比
率等目的。報道指出，數據表明，美聯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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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削減 QE。太平洋投資管理首席投資官比
爾· 格羅斯（Bill Gross）則指出，政府 12 月
削減 QE 幾率也已達到 50%甚至更高。
道指出，日本可能增加量化寬鬆，以加
強 經 濟 刺 激 。 就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GDP） 而
言，日本現有的量化寬鬆相當於美國的 3
倍。報道指出，實施更強力的量化寬鬆政策
是為了彌補安倍經濟改革的失敗。然而，諸

如核心通貨膨脹、工資或業務支出等關鍵問
題仍未能得到解決。
報道指出，增加日本的量化寬鬆政策將
意味著日元將繼續貶值，甚至低於預期。日
本出口競爭力將提升，從而進一步加劇全球
通貨緊縮的風險。其出口競爭對手通過貨幣
貶值手段，打響貨幣貿易戰爭反擊的風險也
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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