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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經濟強勁  華爾街看好川普

無視彈劾與貿易戰           
標普500飆升
據美國 CNBC報導，從股票

到政府債務，到公司債券，再到

大宗商品，無論是哪一項，今年

都可以從中獲利。標普 500指數

上漲了 25%以上；2019年，美

國國債也有所上漲；石油、黃金

和公司債券的收益均已達到兩位

數。特別是對於股票投資者，很

難猜中錯誤的答案。對標普 500

指數公司內部業績的觀察顯示，

今年只有 64 家公司（即 12%）

下降。

標普 500的所有 11個行業在

2018年年底可說是全軍覆沒。但

在今年 12月 3日前的數據顯示，

這 11個行業板塊全數獲得正回

報。科技是今年最大的贏家，增

長了 41.5%。通信服務、工業、

金融、房地產、消費領域今年均

飆升 20%以上。

這在 2019年市場所面臨包括

與中共進行的貿易戰，和對於川

普總統的彈劾等兩個史無前例的

風險下，這樣的經濟成果似乎好

到超乎想像。

在川普總統的一再呼籲下，

美聯儲今年的連續三次降息。 9

月中旬，在非常短期的貸款市場

動盪之後，美聯儲向金融體系注

資數十億美元。刺激措施降低了

利率，美國同時推高了所有資產。

面對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各

國的超低利率，甚至負利率，川

普動用關稅來應對一些國家降低

匯率和利率的行為。川普總統一

再要求美聯儲繼續降低利率，以

增加美國產品的競爭力。川普曾

表示，若美聯儲配合，美國早就

贏得美中貿易戰了。

就業人數井噴                              
失業人口新低

除了個別資產類的投資獲利

表現亮眼以外，非農就業數據的

亮麗表現與失業人口的降低，也

都讓華爾街更加看好川普的連任

之路。

據美國勞工部 6日發布的最

新數據，美國 11月分的就業市場

表現非常優異，非農業的就業人

數猛增了 26.6萬，遠高於華爾街

預期的 18.6萬人。

美國經濟體中，每個領域都

有新增的工作機會，顯示美國就

業市場表現並未受到外部風險事

件影響。報告也說，美國的失業

率再度下降，從 10月的 3.6%降

至 11月 3.5%。

投資公司 AGF首席美國政

策分析師瓦里爾在接受美國「 福

克斯商業新聞」採訪時表示，美

國目前的經濟狀況非常好，沒有

通貨膨脹，而且利率非常低。雖

然市場仍有一些疑慮，但無可爭

議的事實是，自川普 2016年當選

美國總統以來，標準普爾 500指

數上漲了 47%。而即便是面對美

國眾議院民主黨人士喊聲震天的

彈劾案，該指數今年一年內就飆

升了 25%，完全不受正在進行的

彈劾程序所影響。

在這個亮眼數據下，瓦里爾

預期民主黨彈劾川普總統的計畫

終將失敗，因為川普總統是最受

歡迎的美國總統人選。瓦里爾說：

歸根結底，對市場來說，「彈劾故

事」只是個「背景噪音」。

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

庫德洛（Larry Kudlow）針對

這些亮眼的經濟數據對 CNBC表

示：「最重要的是，美國正在努

力。這是非常強大的數字。這些

是令人快樂振奮的數字。」

科技、政策、利率              
三合一促經強勁

據美國之音報導，紐約天驕

基金管理公司總裁、投資專家郭

亞夫分析，美國經濟強勁主要由

於三個原因：一、科技進步帶來

更多的半職工作機會；二、川普

政府的政策；三、美聯儲實行激

經濟的政策。

他指出，諸如優步和網絡工

作等提供了很多半職工作機會。

其次，川普總統上臺後，建立壁

【看中國記者憶文／文可伊綜合

報導】對於美國的投資者來說，

今年將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年，

幾乎所有單個資產類別都有望在

2019年實現綠色復甦；再加上非
農就業數據的亮麗表現與失業人

口的下滑，再再都讓華爾街更加

看好川普的連任之路。

◆美國和塔利班會談破局

的三個月後，雙方宣布，已經恢

復會談。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

美國和平特使扎爾邁．哈利勒扎

德（Zalmay Khalilzad）7 日，

在卡達首都多哈與阿富汗的塔利

班集團舉行了自 9月以來的首次

正式會談。預計兩國重新舉行的

會談將為塔利班與喀布爾政府之

間的直接對話鋪路，並有可能達

成和平協議，結束長達 18 年戰

爭。塔利班發言人沙亨（Suhail 

Shaheen）也在推特上發文證實

雙方從「破局」狀態恢復對話。

◆緬甸前異議人士，曾經是

緬甸軍政權的眼中釘，被軟禁長

達 15年之久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昂山素姬，決定親自到荷蘭海牙

國際法庭接受從 12月 10日至 12

日的應訊，為緬甸軍人的種族滅

劃為俄羅斯附庸，並成為烏克蘭

一旦加入北約後的緩衝帶。俄羅

斯此一繼入侵喬治亞、克里米亞

後的代理人準軍事行動，除造成 1

萬 3千人喪生，逾百萬人逃離家

園外，也還曝露出北約對東歐防

衛上的薄弱意志，以致戰火延燒

至今。

在東道主馬克龍和德國總理

默克爾斡旋下，烏俄兩國總統 9

日在巴黎會面，力圖終結烏東親

俄分離主義分子與烏克蘭部隊的

衝突，目標包括：同意解散非法

民兵、外國戰士撤離頓內茨和盧

甘斯克，以及讓這 2個地區在烏

克蘭法律下享有特殊地位。

長達 8小時的四方會談與隨

後的俄烏閉門會議結束後，雙方

發表了聯合公報。俄、烏兩國同

意在年底前施時停火協議、交換

及釋放被關押的犯人，並於明年 3

月底前，在烏克蘭東部設置 3個

撤離區解除武裝。

此外，各方領導人將會於 4

個月內再次舉行會議，評估停火

進展，尋求新的解決方案。雙方

雖然達成初步停火協議，但一些

重大的分歧依然沒有解決時程，

例如叛亂地區的選舉及邊界控

制，特別是雙方堅持取得控制權

的頓巴斯地區。

烏東的獨派人士在俄羅斯

併吞原屬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

島後不久，於俄羅斯軍事武裝及

顧問團支援下，占領了頓內茨克

（Donetsk）和盧甘斯克（Lugan-

sk）2個地區。普京在國內的支持

度雖然因此大增，卻也使得俄國

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化，並遭到國

際制裁。

分析指出，普京之所以同意

達成初步協議，最主要因素在於

澤倫斯基將允許俄羅斯天然氣繼

續經由烏克蘭境內的管道運輸到

歐洲國家。之前管道的封鎖與美

國天然氣對歐洲的大舉輸出，已

然讓俄羅斯降低了對歐洲戰略上

的影響力。

喜劇演員出身的澤倫斯基此

行所背負壓力甚大，除了需要面

對令全球頭疼的強勁對手普京以

外，人民與軍方對領土和主權完

整的堅持，更讓澤倫斯基倍感艱

困。多年來在前線作戰，打擊親

俄羅斯分離主義勢力的烏克蘭士

兵就十分擔心這次時隔三年重啟

的和平談判會違背國家的利益。

任何令烏克蘭國家尊嚴蒙羞的和

談提議，當將讓澤倫斯基終身遭

到究責。

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

半島，並在烏克蘭東部扶持親俄

武裝勢力與烏克蘭政府軍交戰至

今，試圖將軍工重鎮的東烏克蘭

法德斡旋  俄羅斯烏克蘭年底停火有望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為徹底解決東烏克蘭的軍事衝

突，法國總統馬克龍與德國總理

默克爾居中邀集俄羅斯總統普京

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於9日
在法國巴黎舉行俄烏和平停戰協

議。雙方同意年底前全面停火，

交換囚犯，為和平進程踏出謹慎

的第一步。

壘防止大企業在墨西哥等其他國

家設廠，避免工作機會流失。第

三、美國採取了新凱恩斯主義理

論往市場注資刺激經濟。

新增的工作機會分布各個行

業領域。衛生保健領域的職缺從

10月分的 1.2萬增加到 11月的 4.5

萬。休閒領域也增加 45000，專

業和商務服務增加 3.1萬。不只

是工作機會增加，工資增長也好

於預期，平均時薪比去年同期增

長 3.1%，平均每週工作時數 34.4

小時。

CNBC 引 述 公 民 銀 行

（Citizens Bank）全球市場負責

人托尼．貝迪基安（Tony Bedi-

kian）在一份報告表示：「這是一

個井噴式的數字，美國經濟發展

關鍵仍然在於就業機會。」「失業

率處於 50年來的最低水平，工資

正在上漲。由於貿易和政治的不

確定性，企業主可能會變得更加

謹慎，增長可能會很緩慢，但消

費者仍會繼續消費。」

根據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

的計算，美國經濟需要每月創造

大約 107000個工作崗位，以保持

失業率的穩定。

會議委員會勞動力市場研

究所所長蓋德．萊萬農（Gad 

Levanon）說：「今天的就業報告

比最近幾個月的任何其他報告都

要好，消除了人們對美國經濟衰

退的擔憂。儘管失業率一直處於

歷史低位，但就業增長也沒有放

緩的跡象。」

美國私募股權公司凱雷集團

（Carlyle Group）聯合創辦人魯

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表

示，有許多華爾街大額投資人相

信，美國總統川普將會憑藉著強

勁的美國經濟，在 2020年大選中

獲勝。

井噴式的亮麗經濟數據，讓華爾街更加看好川普的連任之路。(Getty Images）

寰宇新聞

華爾街大額投資人相信   憑藉強勁美國經濟   川普將在大選中獲勝

絕行為辯護。國際法庭控告緬甸

軍隊，從 2016年至 2017年對緬

甸少數民族羅興亞人犯下了「種

族滅絕」罪行。起因是警方遭到羅

興亞人襲擊並造成 30多名成員喪

生。在軍方的報復下，數以萬計的

羅興亞人遭到殺害，70萬羅興亞

人也被迫逃離。外界認為，昂山素

姬曾給全世界留下的勇敢無畏與

獨裁者鬥爭的形象，正在轉化成

一個背叛自己理想的緬甸領導人。

但是占總人口 70%的緬族，多

數都憎惡信奉伊斯蘭教的羅興亞

人。昂山素姬仍然得到緬甸人廣

泛的尊敬，而親自出庭在她的國

家被視為是一個勇敢的行動，緬

甸人仍然尊敬地稱呼她為夫人。

◆世界反禁藥組織 9日以竄

改藥檢數據為由，禁止俄羅斯參

加全球體育賽事 4年。俄國已幾

乎沒機會贏得上訴，禁令對清白

選手而言是場悲劇。俄國將會因

此錯失明年東京奧運和 2022年

北京冬奧。不只是俄國選手，俄國

政府官員也不得參加任何重要賽

事。俄國還將一併失去主辦或申

辦比賽的權利。不過俄羅斯運動

員被允許「中立」性參賽，但在

奧運會和任何世錦賽上都沒有俄

羅斯國旗或國歌。莫斯科尚可以

在 21天內通過國家機構或其國家

奧林匹克委員會向體育仲裁法院

（CAS）提出上訴，這將才是最後

的決定。一些反禁藥組織已經開

始要求採取更嚴厲的制裁措施，

甚至全面禁止俄羅斯運動員個人

參加奧運會。

◆歐盟成員國外長在 12月

10日世界人權日前夕，繼荷蘭之

後，一致通過啟動制裁侵犯人權

者的法令，即歐盟版本的《馬尼

次基法》（Magnitsky Act）。歐

盟已經對違反人權者採取制裁行

動，如對烏克蘭，敘利亞及伊朗

衝突中的違反人權者，採取禁止

個人入境歐盟，或凍結其在歐盟

境內的資產等，新的立法將強化

擴大制裁。歐議會議員表示，歐

盟需要有能力懲罰侵犯人權者，

歐盟在《馬尼次基法》上所取得

的進展，是歐洲議會長期以來一

直追求的目標。近年來中共因迫

害新疆維吾爾族人及侵犯香港自

由人權，國際上制裁聲浪漸高，

除美國外，荷蘭國會近期率歐盟

之先，通過要求荷蘭政府必須在

2020年 1月 31日前實施其荷蘭

版本的《馬尼次基法》。

◆民主黨總統競選人、彭博

公司創始人邁克爾．布隆伯格此

前宣布了自己參選制定的規則，

即旗下彭博報社（Bloomberg）

的記者將不得調查他和他的財務

狀況，並且為了「公平起見」，彭

博社的記者也不能對其他民主黨

總統參選人進行調查，但這個規則

卻並不適用於共和黨參選人、現任

美國總統川普。布隆伯格在 12月

6日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採訪時表示，他認為旗下記者只是

需要認知一些事，即他們「賺了工

資，但是，和工資相伴而來的是一

些限制和責任」。該言論再次引

發外界熱議。

◆日本著名人道醫生中村

哲 5日在阿富汗的一場槍擊中遭

多名槍手開火攻擊喪生。 73歲

的中村哲將 35年人生奉獻於治療

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民眾，兩個月

前因為他在阿富汗的人道貢獻，

獲頒阿富汗榮譽公民身分。他於

1984年前往巴基斯坦西北部白夏

瓦（Peshawar），治療巴國漢生病

（舊稱麻瘋病）病患及生病的阿富

汗難民，後於 1991年在阿富汗偏

遠村莊開設診所。他於 2003年榮

獲素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菲律

賓「麥格塞塞獎」。頒獎單位在

表彰時指出：「中村哲在他熱愛的

艱困山丘上，竭力超越政治、宗教

和種族，實踐相互依存。他相信，

對所有世人而言，這是和平之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