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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公布经济数据（上个交易日 10:30-今日 10:00） 

 
时间 国家 事件 星级 上期数值 去年同期

值 

本次预测 实际值 修正 

07:01 英国 5月 Rightmove房价指数月

率 

** 2.1%   2.1%  

13:00 日本 3 月领先指标终值 ** 97.6   97.9  

20:30 美国 4月芝加哥联储全国活动指

数 

** -0.23   -0.53  

 

※二、今日焦点关注 

美联储埃文斯：购债措施料延续，但不排除突然结束可能 

5 月 20 日【FX168】-- 美联储理事兼芝加哥联储主席埃文斯(Charles Evans)周一(5 月 20 日)指出，依当前的经济

背景状况，美联储确实有可能会将眼下每月 850 亿美元的资产收购力度进一步维持下去，然而，如果美联储在此确信

美国就业状况出现了符合其标准的“全面好转”的话，那么购债措施在今年秋季即宣告突然终结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埃文斯指出，美国就业市场在此前确实已经已经出现了相当的好转，在过去六个月中，非农就业人数的月均增幅

超过 20 万人，但美联储会否提前结束购债措施，则取决于此前一段时间内非农就业强势增长的状况能否继续维持下

去。 

本月初以来。已有多位其他美联储官员表示，在就业状况持续改善的状况下，美联储应该适时考虑逐步缩小购债

规模。而埃文斯表示，如果就业持续好转的势头继续延续，那么他也将与美联储其他成员一同开诚布公地商讨削减购

债规模这一问题。但他却也指出，美联储完全可以直接停止购债，而不是如市场多数人士所预计的那样，去逐步缩小

其规模。 

美联储理事兼芝加哥联储主席埃文斯(Charles Evans)在讲话中指出，美联储当前的各项宽松货币政策措施基本合

适，而这料将使能美国经济在明年得到大幅提振，实现“起飞”。 

埃文斯指出，诚然，美国经济前景仍然受到着国内财政危机和全球经济不景气环境的冲击，但是美国经济现况状

况仍然是足以令人满意的，目前，美国国内就业市场状况正在持续改善，而居民消费支出和住房市场表现也益发强势。

他因而表示，美国经济增速在 2014 年时料将达到 3%至 4%，而这将使美国经济实现自我可持续式增长。 

 

※三、市场资讯 

美国 4月芝加哥联储全国活动指数录得 4个月新低 

5 月 20 日【FX168】--美国芝加哥联储周一(5 月 2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芝加哥联储 4 月全国活动指数录创下近

4 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数据显示，芝加哥联储 4 月全国活动指数录得-0.53，3 月为-0.23。   

  4 个分项指标中，3 项录得下滑。产出相关指数为主要指标下滑主因，其自-0.04 下降至-0.34，消费和住房相关指

标下降 0.17 至-0.15，因此前公布的新屋开工数据意外萧条。销售、订单和库存相关指标小幅增长，但仍然处于负值

区域，4 月录得-0.04，就业相关指标下降 0.01 至 0 点。另外，更具经济代表意义的 3 个月全国活动指数均值 4 月自-0.05

小幅上升至-0.04。 

 

美联储 5月 15日当周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 

5 月 20 日【华尔街见闻】--美联储(FED)上周四(5 月 16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因美国国债持有量上升，其最新一

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增加。5 月 15 日当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为 3.312 万亿美元，此前一周为 3.281 万亿美元。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为衡量美联储对金融系统借款的一个宽泛指标。   

  数据还显示，5 月 15 日当周美联储持有美债规模为 1.865 万亿美元，上周为 1.854 万亿美元。当周美联储持有的

由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和吉利美(Ginnie Mae)担保的抵押贷款证券规模升至 1.150 万亿美元，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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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为 1.122 万亿美元。 

 

意大利 3月工业订单月率 5个月来首次增长 

5 月 20 日【华尔街见闻】--意大利统计局(Istat)周一(5 月 2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意大利 3 月季调后工业产出 5

个月来首度录得环比增长。数据显示，意大利 3 月季调后工业订单月率增长 1.6%。其中，3 月外贸订单月率增长 3.6%，

国内订单增长 0.2%。按年比较，3 月工业订单年率下降 10%，所有行业中仅医药行业订单较去年录得增长。数据并显

示，3 月工业销售月率增长 0.5%，但 3 月国内工业销售月率则下降 0.9%，显示贸易收入仍未刺激内需信心。 

 

日本 3月领先指标修正值月率上升 0.5%，优于初值 

5 月 20 日【FX168】--日本内阁府周一(5 月 2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 3 月领先指标修正值月率上升 0.5%，至

97.9；初值为下降 0.1%，至 97.6。日本 3 月同步指标修正值月率上升 1.3%，至 93.8；初值为上升 0.8%，至 93.3。此

外，日本 3 月滞后指标修正值月率攀升 1.5%，至 87.6；此前初值为上升 1.1%，至 87.1。 

 

日本央行行长：若经济前景好转，利率自然会上升 

5 月 20 日【华尔街日报】--据一位日本政府官员引述日本央行行长的讲话称，黑田东彦周一表示，如果经济形

势好转，利率上升将是很自然的事情。黑田东彦在中午举行的政府月度经济报告会议上表示，如果物价和经济前景好

转，利率自然会逐步上升；但他并不认为长期利率将大幅上升，这是因为央行通过大规模债券购买计划向长期利率施

加了较大的下行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捷克通过支出来提振经济 

5 月 20 日【新浪财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捷克代表处负责人周一称，捷克应减轻财政紧缩措施的力度，着

手进行侧重经济增长的支出措施，同时通过维持货币宽松政策来促进经济复苏。该组织还建议，在没有通胀压力的情

况下，捷克央行应在更长时间内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 

 

斯洛文尼亚财长：国有资产私有化出售工作将于 9月开始 

5 月 20 日【新浪财经】--斯洛文尼亚财政部长库弗尔(Uros Cufer)周一(5 月 20 日)在该国议会作讲话时指出，鉴于

斯洛文尼亚政府此前已经作出了承诺，将削减财政开支，并出售国有资产来缩小财政赤字来避免向欧盟方面请求财政

援助，该国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出售进程预计料将于今年 9 月份开始，并将在二到三个季度内得到完成。 

此前，在 5 月初时，斯洛文尼亚政府已经初步圈定了十五家该国拟将出售的企业名单，并冀望通过此举来一方面

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一方面也提高相应企业的运营效益。拟被出售的企业包括该国最大的银行，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国营航空公司以及首都卢布尔雅那市的机场。 

 

为刺激经济增长，欧盟峰会将关注税收政策 

5 月 20 日【新浪财经】--欧盟(EU)领袖们致力于在解决债务危机并刺激经济复苏上达成一致，在本周(5 月 25 日

当周)的峰会上，他们将把注意力放在打击逃税问题和欧元区能源政策上。欧盟 27 国的领导人将于周三(5 月 22 日)聚

首布鲁塞尔，以便就欧盟成员国如何管理共享税务数据达成一致，并在欧元区衰退趋势延续之际检视能源成本和投资

等问题。在一周之前，欧盟财长们未能就税务信息共享问题作出决定。 

此次领导人峰会的目标是，为欧盟国家如何对一国居民境外收入收集数据制定标准。欧盟方面日前在一份草案中

指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欧洲方面必须调动所有的政策，以便支持增强竞争力、改善就业环境并刺激经济增长；

将在欧盟和全球层面赋予自动交换信息的努力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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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欧美债市走势跟踪如下：希腊 10 年期及 30 年期收益率因债务置换大幅走低后大幅回升，分别为 8.289%

和 8.184%；葡萄牙短中期国债收益率有所回落，2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2.438%，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5.244%；意大利

短中长期国债收益率走高，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3.895%；西班牙短、长期国债收益率回升,10 年国债收益率为 4.206%；

美国中短期国债收益率走低，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1.9559%。） 

 

中国外汇局在纽约设立新投资部门 

5 月 20 日【新浪财经】--据知情人士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已设立了专门负责投资私募股权、房地产和其他

替代型资产的美国业务部门。知情人士称，外汇局最近在纽约第五大道成立了上述业务部门，专门负责在美国市场开

展替代型投资。这一新成立的部门与外汇局已在美国运营数年的现有业务彼此独立。现有的部门主要负责购买美国国

债，其次是公司债和资产支持证券。 

 

※四、昨日外盘市场概述 

股市：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9.12 点，收报 15335.28 点，跌幅为 0.12%。纳斯达克[微博]综合

指数下跌了 2.53 点，收报 3496.43 点，跌幅为 0.07%。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下跌了 1.18 点，至 1666.29 点，跌幅为 0.07%。 

欧股整体形势风向标：斯托克 600 指数上涨 0.34%，收于 309.77 点。今日欧股交易清淡，瑞士、奥地利、丹麦

和挪威市场均因为假日而休市。德国 DAX 30 指数上涨 0.69%，收于 8455.83 点。尾盘时分，德股从 8400 点的强力支

撑处反弹，最终几乎收于日内最高点。西班牙 IBEX 指数遭遇获利回吐盘冲击，盘中西股一度冲上 3 月以来最高点但

最终未守住阵线。IBEX 指数下跌 67.20 点，收于 8515.20 点，跌幅为 0.78%。法国 CAC 40 指数上涨 0.54%，收于 4022.85

点；英国金融时报 100 指数上涨 1.01%，收于 6755.63 点。    

 

货币市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7:00(北京时间 21 日 5:00)为止，日元兑美元汇率上涨 0.9%，报收于每美元 102.27

日元，此前曾最高上涨 1.2%，创下自 4 月 26 日以来的最高涨幅。日元兑美元汇率在 5 月 17 日触及每美元 103.31 日

元，创下自 2008 年 10 月 6 日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兑欧元汇率 上涨 0.6%，报收于每欧元 131.75 日元。美元兑欧元

汇率下跌 0.3%，报收于每欧元 1.2882 美元，此前在 5 月 17 日触及每欧元 1.2797 美元，创下自 4 月 4 日以来的最高

水平。 

  洲际交易所(ICE)的美元指数今天下跌 0.5%，报收于 83.809 点，此前曾在 5 月 17 日触及 84.371 点，创下自 2010

美国 30 年期国债收益率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美国 2 年期国债收益率 

意大利 30 年期国债收益率 

意大利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意大利 1 年期国债收益率 

希腊 30 年期国债收益率 

希腊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希腊 1 年期国债收益率 

西班牙 30 年期国债收益率 

西班牙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西班牙 2 年期国债收益率 

葡萄牙 30 年期国债收益率 

葡萄牙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葡萄牙 2 年期国债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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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13 日以来的最高水平。据追踪 10 个发达国家货币表现的彭博相关加权指数(Bloomberg Correlation-Weighted 

Indexes)显示，过去六个月时间里日元兑其他 9 种货币的汇率下跌了 19%，在这 10 种货币中的表现最差，主要由于日

本央行扩大了“量化宽松”计划的规模。同期，美元汇率上涨 3.2%，欧元汇率上涨 3.7%。 

 

黄金白银：当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下属商品交易所(COMEX)6 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19.40 美元，

报收于每盎司 1384.10 美元，涨幅为 1.4%，盘中曾跌破每盎司 1340 美元。在截至上周五为止的 7 个交易日中，6 月

份合约的总跌幅达到了 109 美元。上一次纽约金价连续 8 个交易 日收盘下跌出现在 2009 年。 

 

能源：当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6 月份交割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9 美分，报收于每盎司 96.71 美元，

涨幅为 0.7%。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 7 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新上涨 41 美分，至每桶 105.05 美元。

按此计算，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与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之 间的差价为每桶 8.34 美元，这一差价在 2011 年 10 月 14 日

触及每桶 27.88 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工业品：COMEX7 月期铜收高 3.7 美分，或 1.1%，收报于每磅 3.36 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LME) 基金属周一收

盘普涨。LME 三个月期铜收盘上涨 1.23%，报 7399 美元。三个月期铝收盘上涨 0.59%，报 1861 美元。LME 三个月期锌

收盘上涨 0.54%，报 1853 美元。三个月期镍收盘上涨 1.96%，报 15115 美元。三个月期锡收盘上涨 1.81%，报 21355

美元。三个月期铅收盘上涨 1.47%，报 2040 美元。 

 

农产品：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7 月大豆期货合约收高 16 美分，报每蒲式耳 14.64-1/2 美元。7 月豆粕合

约收高 10.2 美元，报每短吨 435.3 美元。7 月豆油合约上涨 0.32 美分，报 49.20 美分。7 月玉米下跌 3-1/4 美分，

报 6.49-1/2 美元。7 月小麦期货结算价报 6.85-1/4 美元，升 2 美分。 

 

※五、宏观经济分析评述 

美联储 QE动向不再神秘 伯南克证词将作指引 

5 月 20 日【FX168】--本周外汇市场的解读焦点都将围绕会议纪要、伯南克证词及其他美联储官员的讲话，从中找出

美联储 QE 政策方面对未来汇价的指引。 

  在美国经济继续缓慢改善且市场对欧洲经济增长的担忧情绪重燃之际，市场对美联储(FED)可能开始削减资产购

买规模的推测愈演愈烈。 

  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BBH)货币策略部全球高管 Marc Chandler 指出，“尽管技术面显示美元指数将继续上涨，但

美元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来自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Bernanke)本周将发表的证词演说。 

  他到底是会恪守量化宽松(QE)政策的承诺，还是如别人建议的那样削减资产购买规模，市场将对此保持密切关

注。” 

  本周将是美联储重要事件密集上演的一周，首先周三(5 月 22 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将对国会联

合经济委员会就经济前景发表证词陈述。届时，市场将在其证词中仔细寻找任何有关 QE 的线索。在此之前，伯南克

于 5 月 18 日在巴德学院 Simon’s Rock 分校发表演说，不过他并未就美国的货币政策置评；美联储定于北京时间周

四(5 月 23 日)凌晨 2:00 公布 4 月 30 日-5月 1 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纪要。 

  除了伯南克，美联储官员埃文斯、布拉德、威廉姆斯本周相继发表的讲话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纵观过去的两周要求美联储尽快启动削减资产购买规模行动的呼声日益高涨。被外界认为持鹰派观点的美联储官

员包括，达拉斯联储主席费舍尔、费城联储主席普罗索、里奇蒙德联储主席莱克和旧金山联储主席威廉姆斯。 

   

美联储寄望 QE 能够“进退自如” 

  此前美联储 5 月 1 日在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推行每月 85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计划，并

称将根据就业市场和通胀状况来增加或减少每月债券购买规模。 

  与此前几次的美联储声明相比，最新公布的政策声明表明美联储的立场出现了转变。 

  瑞士信贷(CreditSuisse)驻纽约的经济分析师 DanaSaporta 表示：“看来许多联储官员开始对于每月 85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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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买债规模感到愈发不安。” 

  尽管如此，Saporta 预期美联储要到 9 月才会对购债规模做第一次调整，但也不排除 6 月就做调整的可能性。 

  她指出，“我认为他们担心，维持 850 亿美元购债规模的时间越长，等到终于需要作调整时市场的反应就会越夸

张或者越不利。规模越是灵活多变，市场的反应可能就会越平稳。”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Bernanke)想要强调的正是这种灵活性。他在 3 月时表示，更合理的作法是灵活地施行政

策，让购债规模“对前景变化更为持续或更为敏感地作出反应”。 

  对冲基金 IIIAssociates 主管 GarthFriesen 表示：“美联储确实在避免令市场感到意外，但只要劳动市场情况不

恶化，6 月讨论缩减举措的可能性就会升高，至少会让这时间提前。”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膨胀至约 3.3 万亿美元，位于纪录高位附近，而美联储官员们也在讨论在协助经济复苏的

努力下，是否会造成未来通胀及资产泡沫。 

  该专家称，若伯南克证词演说内容并未提及市场日益关注的方面，将会使美元多头者受益；此前美联储两位地方

联储主席已相继就货币政策发表看法，使得市场对伯南克货币政策立场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升温。 

   

埃文斯讲话体现“灵活性” 

  周一芝加哥联储主席埃文斯的讲话正是美联储寄望的“灵活性”的最好体现，讲话首先肯定了 QE 政策的积极作

用，同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提到了“只要通胀低于 2%将继续维持宽松政策，即便失业率跌穿 6.5%美联储可能还

可以保持低利率。” 

  芝加哥联储(Chicago Fed)主席埃文斯(Charles Evans)周一(5 月 20 日)表示，美联储(Fed)采取的货币政策处于

适当水平，令美国经济增长达到了在 2014 年“避免衰退的速度”。 

  埃文斯指出，“美国财政状况和世界经济仍面临较大挑战，但是美国经济截至目前的表现非常好。”美国最近数据

显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得到提升，消费支出开始改善，房屋市场开始走强。 

  埃文斯并指出，到 2014 年 GDP 增长率将升至 3%-4%之间，并且能够让美国经济自我持续发展。美联储将持续国

债购买计划直至潜在劳动力市场开始改善。 

  他称，“劳动力市场表现良好，我们需要更更多时间来让经济复苏。” 

   

美元多头关注伯南克讲话“蛛丝马迹” 

  伯老此前对于 QE 政策的立场其一贯还是偏向于站在鸽派的一边，认为 QE 目前依旧利大于弊，未来政策制定需要

取决于经济状况。预计如果此次伯南克立场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话，将对目前市场弥漫的鹰派氛围造成冲击。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将在本周三(5 月 22 日)赴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出席作证，全球投资者将密切

关注伯老的证词，以便从中寻找美联储今年将削减量化宽松(QE)规模的任何迹象。 

  分析师指出，在美国经济数据持续好转及市场强烈预期缩减 QE 规模之际，若伯南克在证词中未提及或重申目前

的宽松步伐，料美元涨势可能面临反转压力。反之，美元将进一步走强。 

  巴克莱资本(BarclaysCapital)分析师写道，“我们预计伯南克将重申坚持宽松政策立场，同时坚持最新的政策声

明，即准备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增加或缩减量化宽松的规模。” 

  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称，伯南克的国会证词料看好美国经济前景，并可能释放何时和怎样逐步退出宽松措施

的信号，而这将提振美元走势。目前市场对伯南克证词的乐观预期也正进一步推升美元走高。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膨胀至约 3.3 万亿美元，而官员们也在讨论在协助经济复苏的努力下，是否会造成未来通

货膨胀及资产泡沫。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其他联储高层官员益发强调，调整第三轮量化宽松的规模并非意味着撤回货币刺激措施，美

联储可能以较小的买债规模持续执行该计划好一段时间，甚至必要时会再扩大规模。 

   

甘利明讲话成美元前进的“绊脚石” 

  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Akira Amari)周日表示，日元的过度强势已经基本得到修正，进一步走低可能有害。

此番表态引发一些日元空头回补，而清淡市况放大了日元涨幅。 

  被问及日元应该贬值到什么地步时，甘利明回应称，尽管他本人不能评价这一问题，“但很多人说对强势日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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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日元继续进一步贬值，这将对人民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甘利明的评论显示日本政府已经将其关注点转向日元持续疲软带来的问题。尽管疲软日元提高了出口商的利润，

但这也推高了进口成本，尤其是能源成本。 

  在甘利明上述表态后，周一亚洲市场开盘后，日元急速上升 120 点，美元/日元一度跌至 102.08 水准。就在上周

五，汇价刚刚触及 103.30 的四年半高位。 

  不过因美元整体强势依旧，且外界仍预计日本央行(BOJ)未来将推出更多宽松措施。 

  加拿大皇家银行(RBC)资深外汇分析师 Sue Trinh 指出，美元/日元后市走势将取决于日本央行 5 月 21－22 日的

会议结果，以及本周稍晚美联储(FED)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的国会证词。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20130521/065015529249.shtml） 

 

谭雅玲：人民币升值已危及出口 

By   每日经济新闻  谭雅玲 

5 月 20 日【每日经济新闻】--  伴随我国人民币升值现象与预期进一步强烈，我国关于汇率的争论愈加凸显，但对

国情改革与政策调整愈加不利也十分明显。尤其是伴随我国经济强劲增长周期的变化，以及政策调整的纠结，国内外

市场极其膨胀的货币升值心态直接刺激和导致我国人民币过度升值现象的加剧，十分不利于经济持续和政策协调。 

   

快速升值乱判断 

  我国人民币升值伴随汇率改革而行，却并未促进汇改的效果和规划需要，只是迂回的价格炒作。 

  一方面是不对应自己真实情况。尤其是我国经济粗放阶段的货币升值(2005~2010 年)，其不是为经济增长保驾护

航，反而使得经济增长出现收缩和退化的现象。而 2011 年至今的所谓第二轮升值更不具备价值型推进，却更凸显套

利投机的对冲策略和特征，人民币投机性更凸显。 

  另一方面是不适合外部状态。与国际外汇市场比较，人民币升值的节奏与幅度都无法与其对接，更不适宜国际环

境与状态，尤其是与市场规律定理背离。 

  一来是波动区间不一样。国际外汇市场主要汇率波动在百点乃至千点，我国只是个位和十位的波动。 

  二来是国际上主要货币汇率的波动近 5 年经历了两轮上涨和两轮下跌的 4 个阶段，我国汇率只有一个阶段和两个

波段，即一直升值态势与随即升贬交替的新波段，但这并不是以自己的实际需要和市场的真实状况为基础。 

  三来是脱节于经济实体，经济好时升值，经济减速继续升值。汇率没有起到保护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破坏经济

积累的帮凶。最根本是判断上被忽悠，甚至不顾及事实。 

   

升值过程乱阵脚 

  货币升贬值的关键点在于国家经济和企业的需要，而非外部舆论的要求或他国的诉求。 

  近期人民币连创新高，但实际上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市场说的那么大，今年到现在为止升值了 1.3%，这与国际货

币市场升值的速度和幅度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国人民币的这种升值和基本状态是不吻合和不对称的。 

  如我国贸易的状况较最低迷时相对好转，但和稳定以及向上的时期相比则不好，甚至进一步恶化。这和汇率的关

系很大，人民币升值确实影响了出口贸易。 

  更重要的是，我国贸易是来料加工和代加工为主，人民币升值的成本增加后，国际市场可以不选择我们的产品。 

  更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不断升值的过程中，我们的企业是在做贸易实业还是在做投资或者投机交易的套利？近期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文督查虚假贸易，就是政府看到了这个问题，很多外贸企业通过人民币结算工具、市场利差空间等

短期因素，利用地域和区域的差距，进行利润的短期获取，而不顾及实体经济的真实需要。 

  现行汇率表现出了很大问题，不利于现阶段发展的需要。这和国际市场是脱节的，和本身经济发展也是脱节的。

汇率的波动处在一种异常的状态，和国际市场对冲套利的策划有关，风险很大，笔者不赞成单边快速升值，但贬值也

不合时机，所以处在两难境地。 

   

应对措施要淡定 

  由于最近人民币单向升值的预期很强，进而导致大量短期资本流入十分异常，我国汇率风险急剧增加。这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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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并不对症实际需要，却导致投机套利与对冲特色突出，不安全因素增加，值得警惕。我们应清醒形势的特性，尤

其是需要尽快制止和阻止这种状态，这是我国目前汇率的安全和稳定回归正常的重要时期。 

  我国央行干预汇率的必要手段应发挥作用，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放任纵容。因我们缺少经验和市场，更面临压

力与威胁，外部发达国家应给予减压，允许和容忍我们的自主性能够发挥作用，这有利于世界和我国自身，是负责任

的一种体现，这不是操纵汇率，而是保护经济。 

  我们措施的关键是首先要淡定自己的方向与抉择。尤其是伴随短期资金量的增加，市场对央行或于近期将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的日波幅从 1%进一步扩大至 2%的议论较多，预计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甚至几周内继续扩大。 

  但目前人民币并不适宜大动作调整改革，心理不稳定和价格不确定还是处在单边状态与预期之中，未来措施还是

应该推汇率双边走势，利用汇率变动的时间和条件加紧调整产业和行业，而非简单的价格预期。 

  浮动区间不是问题关键，市场与机制才是核心，没有制度谈区间是没有意义的，反之给予投机更多的机会与条件，

控制力面临更大的风险。治本才会有效，治标只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一事。技术上需要有升有降；心理上不能降。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20130517/155715502683.shtml） 

 

若就业市场改善前景确定 联储或在秋季结束购债--美联储官员 

By路透社 

5 月 20 日【路透社】-- 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埃文斯周一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FED)可能在整个

夏季仍维持原有的购债计划，但如果确信就业市场前景的改善趋势将持续下去,可能在秋季突然结束购债。 

“就业市场前景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埃文斯表示。 

美联储目前每个月购买 850 亿美元公债和抵押支持债券(MBS)，以压低借贷成本进而刺激经济增长。联储已经承诺会

继续购债，直至其认为就业市场前景出现实质性改善。 

自计划开始以来，就业形势有所改善，已促使一些联储官员呼吁放慢购债步伐。美国最近六个月平均每月新增 20 万

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已经从最新一轮购债计划开始前的 8.1%降至 7.5%。 

几位美联储高层呼吁联储最早在下月开始放缓货币政策刺激举措。 

“另一种做法讨论得不是很多，那就是，我们继续每月 850 亿美元的购债计划，直至完全确定已取得足够改善，并在

那时迅速结束刺激行动，”埃文斯在讲话后对记者表示。 

“我认为，这个计划要一直持续到秋季，因为并没有很强的信心(在秋季之前)结束”，他说。“目前我的看法是，关键取

决于(改善)能否在未来几个月持续下去。” 

埃文斯是今年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投票委员，其态度在央行内部颇具影响力。 

美联储应该在何时以及如何结束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是 6 月 18-19 日下次央行政策会议上热烈讨论的话题。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已开始强调联储对购债政策的灵活性，称其可能根据经济的需要来放慢或加快购债。 

埃文斯周一表示，他相信联储未必需要逐步结束购债刺激。但他指出，他对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上周表示，只要就业市场继续呈现他所期望的改善，美联储可能准备好在今夏开始

缩减购债规模。 

埃文斯暗示他将需要“再多点时间”，以确定就业市场前景，同时称他希望看到就业岗位“逐月”而非平均增加 20 万个，

并且整体经济增长加速。 

埃文斯称，他预期今年经济将增长 2.5%，明年达到 3-4%，维持在今年初时作出的预测，尽管近期出炉了一些疲弱的

经济数据。 

“我相信，目前我们正实施恰当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因此今年的经济增长应能加速，并且在 2014 年全年实现

可自我维系的增长，”他说。 

然而他也强调称，该预估并非万无一失。 

“我们仍面临来自财政状况和全球经济的强大阻力，”他说。 

埃文斯并重申，现在就对通胀率过低忧心忡忡还为时过早。当前的通胀率水平约为美联储 2%目标水准的一半。 

他称，随着经济增强，通胀率应能回升至联储的目标水平。 

但若在失业率降至 6.5%的门槛水平后通胀率仍偏低，央行就很可能维持低利率更长时间。 

明尼亚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柯薛拉柯塔已经呼吁美联储承诺维持低利率，直至失业率降至 5.5%。这比目前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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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率目标水平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 

埃文斯称，他赞同其同僚的看法，但表示他并不确定进一步降低门槛就能带来进一步的宽松。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hinaNews/idCNCNE94E0BT20130515?sp=true） 

 

※六、今日将公布经济数据 

 
时间 国家 事件 星级 上期数值 去年同期

值 

本次预测 实际值 修正 

14:00 德国 4 月生产者物价指数月率 ** -0.2%     

 

16:30 

 

 

英国 

4 月零售物价指数月率 ** 0.4%     

4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月率 ** 0.3%     

4月核心生产者输出物价指

数月率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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