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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央行热衷炒股 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
国际金融报记者 ｜ 袁源

投资大师罗杰斯（Jim Rogers）持续
看空，预言牛市迟早会终结，将出现
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惨况。

全球央行正在大幅增持股票资
产， 这被视为近期全球股市频频走

但由于央行不断增持， 目前股
价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相反，央行

强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对全球 18 家央行官员的

凭空印钞，用这些钱买股票，导致股
价严重扭曲。 欧洲最大资产管理公

一份调查报告，80%的受访者称，计
划增加股票的持有量；43%的受访

司 Amundi 的中央银行资金经理巴
伯利斯表示， 央行越来越接受高风

者称， 计划增持公司债；12 名官员

险策略。

认为， 低收益政府债券是央行投资
转向多样化的原因。
但央行不断增持股票令投资者
担心，一旦央行减少投资，是否会发

美银美林策略师哈特尼特
（Michael Hartnett） 发布报告指出，
今年 1 至 4 月， 欧洲央行和日本央
行购买的金融资产总额高达 1 万亿

生“金融事件”。

美元， 换算成年化金额为 3.6 万亿
美元，购买规模创下央行史上之最。

央行资金护体
美股已经连续 8 年走高， 创造
了美国历史上第二长牛市。 对于美
股近期不断刷新历史新高， 不少人

哈特尼特指出，今年以来，全球
股债市场未受黑天鹅事件影响，年

归功于“特朗普行情”。 但是，也不

肆无忌惮地购买美股？ 对此， 瑞士
央行坚决捍卫自己的活跃股票管理

筹股的主要持仓者， 持仓量高于全
球大型基金公司贝莱德， 以及管理

美股金额为 804 亿美元， 较去年底
增长 26.8%。 前三大重仓股分别为

化收益率冲上两位数， 各国央行造
就的“流动性超新星”（货币超发）是
上涨的最佳解释。有分析认为，这也
是全球股市大涨的根本原因。

可忽视外来的神秘买家——
—瑞士央
行（SNB）。

政策，并称：“在这个时期，股票对于
维护货币储备价值， 以及构建瑞士

着逾 3 万亿美元基金的美国先锋集
团（Vanguard Group）。

苹果、谷歌（Google）母公司 Alpha－
bet 和微软， 亚马 逊 （Amazon）和

《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央行
对于投资盈亏关心较少， 所以风险

根据瑞士央行 5 月 5 日发布的
报告， 今年第一季度瑞士央行大举

央行的股本基数贡献巨大。 ”
瑞士央行从炒股中获益颇多。
2015 年，瑞士取消瑞郎兑欧元 1.20
的汇率上线限制，瑞郎兑欧元升值
22%， 导致瑞士央行海外资产迅速

相比之下， 财大气粗的美联储
则不能购买股票。 不过， 去年 9 月
底，美联储主席耶伦也曾表示，如果
可以，且若美国经济再度陷入危机，
美联储将会考虑通过购买股票与公

Facebook 分列第六及第七位。
这些科技股巨头同样受到股神
巴菲特的青睐。 巴菲特在 2016 年
投资了苹果公司并不断增持， 成为
其第四大股东。 除看好苹果外，巴

是次要的。 而从提高回报的角度考
虑，央行纷纷购入股票。
不过市场担忧， 央行一旦减少
投入，可能会引发“金融事件”。
2014 年，花旗集团策略师马特·

贬值， 损失超过 233 亿瑞郎。 但在
2016 年，瑞士央行以 240 亿瑞郎的

司债来提振美国经济。 不过， 耶伦
当时表示仍未到紧迫的时候， 且目

菲特在股东会上还承认， 错失投资
亚马逊及 Google 等良机。

金计算得知，全球央行只需要每季度
花费 2000 亿美元就可抵御市场抛

利润抵消了这些损失，而且利润主
要来自股票投资。
除了瑞士央行， 日本央行也是

前法律禁止美联储购买企业资产。

日， 瑞士央行发布的 2016 年度报告
透露，在过去 7 年时间里，瑞士央行

高风险策略

售。到了 2017 年，德银经济学家康士
坦（Dominic Konstam）指出 ， 央 行 1
万亿美元的资产购买量还不够。

一直在大幅削减黄金资产规模，转而
增购美元计价的股票和债券。

“炒股达人”。 日本央行通常集中火
力，买入股票来采取干预措施，无论

在央行持股中，科技股最为吃香。

值得关注的是， 企业高层正在
大量抛售股票。投资研究机构 Trim

康士坦表示，未来有两个结果：
要么市场资产价格下跌， 要么央行

2016 年，瑞士央行持有的 20%
左右的外币资产以证券资产形式存

是购入日经 225 指数成份股， 还是
东证指数成份股。

如瑞士央行最偏爱的个股是苹果，持
股从原先的 1500 万股，今年第一季度

Tabs 的统计显示，美国企业内部人
士在 3 月狂抛 100 亿美元的股票，

被迫注入更多的流动性。 但他倾向
于认为，全球央行需要谨慎行事。很

在， 且大部分都是美国股票。 从
2005 年首次披露此类数据以来，这

目前， 日本央行持有接近 2/3
的日本股市 ETF （交易所交易基

增至 1890 万股。 不久前，苹果的市值
创下了 8000 亿美金的新高。苹果在纳

创 7 年以来新高。 Ranger Alterna－
tive 管理公司投资组合经理人 Brad

有可能的一种抉择是股市下跌，收
益率下降，市场承认流动性不足。

些权益类资产的平均年化收益率约
为 2.8%，债券类资产的年化投资收
益率为 0.7%。
有人质疑， 瑞士央行为何如此

金）。 根据公开数据，估计日本央行
凭借其购买的 ETF， 已跻身日经

斯达克 100 指数中的权重高达 12%，
瑞士央行购买高权重个股， 这也助推
纳斯达克指数一飞冲天。
瑞士央行今年第一季度持有的

Lamensdorf 指出， 这绝对是个负面
信号， 因为内部人已经认定自己的
公司没有这么多价值。
全球股市频创新高之际， 商品

央行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因
为花旗的研究数据显示， 央行向市

购买美股，持有的美股金额从 2016
年底的 634 亿美元，增至今年一季
度末的 804 亿美元，总额再破新高，
季度持股的增幅也刷新纪录。
与全球各大央行相比，瑞士央行
拥有相对自由的投资空间。 3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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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指数约 90%成份股的前十大股
东之列。 现在，日本央行是日本蓝

科技股最吃香

场注入资产（如通过 QE 方式）的边
际效益已经变为负值。

希腊股市翻身，债务危机解除？
国际金融报记者 ｜ 袁源

利度过今年夏天，让市场如释重负，这
是促成国债价格反弹的主因。
经过 6 个月漫长谈判之后，希

希腊股市大爆发。 今年以来，
希腊股市累计上扬逾 25%， 成为

腊于 5 月 2 日与国际债权人签订新
的经济改革协议。 如果欧元区财长

2017 年欧元区表现最好的资产之
一，也是全球股市中涨幅最大的市

会议在 5 月 22 日批准这份协议，短
期将可确保希腊 7 月到期的 75 亿

场之一。

欧元还款无忧。

截至 5 月 11 日，希腊股市连涨
13 天，取得 1991 年以来最长升势，
跑赢普遍持平的欧洲股市。 分析认
为，在欧元区经济持续改善，希腊经
济去年也交出漂亮的财政盈余成绩
单后， 刺激市场里的风险偏好者大
举涌入希腊股市。

自 2009 年爆发债务危机以来，
希腊依赖欧盟的援助。目前，希腊政
府希望一旦国际提供的 860 亿欧元
贷款于 2018 年到期，能向投资人筹
资。
另一方面， 如果希腊因债务成
本下降，还债变得具有可持续性，那
资料图片

股市 13 连涨
自 4 月 21 日以来，希腊股市持
续上涨， 至 5 月 11 日 13 个交易日
连涨 19%。 这不仅创下 1991 年以
来的最长连涨周期， 也几乎收复了
2015 年夏季紧急休市以来的所有
跌幅。
由于债务协商触礁， 希腊在
2015 年 6 月宣布股市休市，静待当
年 7 月 5 日的公投揭晓。 全球股市
在 6 月 29 日纷纷重挫，身处震中的
希腊股市虽未开市， 但投资人早已
惊慌失措， 导致希腊指数基金
Global X FTSE Greece 20 ex－
change-traded （GREK） 同日崩跌
20%，收报 9.42 美元。
希腊股市曾经有过辉煌。 在
1997 年至 1999 年的历史性大牛市
中，希腊股市累计上涨接近 400%；
2000 年至 2003 年第一季度， 受美
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影响， 全球股市
进入调整期，希腊股市未能幸免，累
计跌幅达 75%；2003 年第二季度至
2007 年年底，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黄
金期，希腊股市再次迎来大牛市，累
计上涨超过 250%。

目前， 希腊股市基准指数比

技术分析师克林斯基表示， 相当

2007 年金融危机前高峰时期仍低
约 85％， 比 2000 年的历史最高点
更是低 99％以上。
在希腊经济略为改善的当口，
一些市场分析师认为，“风险承受度

看好希腊股市及欧洲银行股未来
表现，“估计这些市场将从多年来
的底部区域实现突破。 ”克林斯基
说。
Investing Haven 的研究团队也

较高” 的风险偏好者可以考虑投资
希腊股市。
摩根资产管理公司欧洲股票策
略负责人史蒂芬·马克洛斯表示：

表示，“现在是购买希腊股票的时候
了”，因为它可能在 2017 年和 2018
年期间实现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
首要的原因是希腊股市经历了正常

“我们认为希腊股市仍然可以投资。
我们一直认为， 希腊的改革是可能
成功的。 ”
自去年以来， 波动但缓慢的复
苏已经使市场从低位上调。 最近希
腊政府采取措施解决债务负担，更
使市场前景看好。
4 月 21 日，希腊政府提交给欧

债务危机缓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言人

么可望从欧洲央行的名单中解禁，
成为可购买债券的标的， 那么更有
助希腊解决债务问题。
这次谈判除了可以解决短期债
务问题，更达成了减免债务的条件。
根据谈判内容， 希腊在现时的救助

威廉·穆雷 5 月 11 日表示，IMF 关于
希腊债务问题的讨论仍在进行中，但
这次又谈崩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希腊本月初同意进一步削减政
府支出， 但它想要国际债权人采取
措施缓解其债务压力作为回报。 斯

计划结束之后， 将进一步推行增加
收入及减少开支的措施，2019 年将

的崩溃和巩固周期，卖出已经耗尽，
所以市场上只有买家。
Investing Haven 首 席 分 析 师
Taki Tsaklanos 认为，希腊股市在去
年 2 月到达底部， 然后是长期的巩
固期。 巩固后买入是明智的，因为
这是投资者的最高回报时期。
《华尔街日报》报道，希腊官员

洛伐克财长卡齐米尔 5 月 10 日表
示，IMF 可能会参与希腊第三次救
助的融资。
分析认为， 助推股市上涨的主

力市场， 推行私有化及其他改革，以
提高该国经济的竞争力。 如果一切顺
利，有望获得 IMF 及德国为首的债权
人准许减免债务。 若希腊的经济增长
措施超额完成，双方同意可以减税。
不过， 希腊仍出现一些隐忧。
IMF 警告，希腊财政状况改善，是基
于税收增加等一次性因素， 长远无

洲统计局的一份财政资料显示，希
腊 2016 年出现近 21 年来的首次财
政盈余。 财政盈余占 GDP 的 4.2%，
远高于希腊债权人定下的 0.5%目
标， 甚至超过明年计划的 3.5%目
标。
美国财经杂志《巴伦周刊》报

认为， 最早将于 7 月或 9 月发行中
期政府债券，在 3 年来重返国际融
资市场。 不过， 该国在此前有过惨
痛经历。 自 2014 年 4 月携 5 年期
国债“回归”国际金融市场之后的
18 个月里， 希腊股市深跌 70%，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6.3%最高蹿升

至 5.616%， 创下自 2012 年 3 月以
来的新低， 与 2012 年 10 年期国债
收益率高达 27%形成天壤之别。
而希腊借款成本大降， 主要是
市场乐观预期， 希腊将顺利得到救
助金，并从而能够偿还债务。

道， 投资机构 MKM Partners 首席

至 19.44%。

要动力或许是希腊政府的融资成本
快速降低。
据电子交易平台 Tradeweb 的
数据，希腊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

荷兰国际集团（ING）策略师马丁·
范·弗利特表示， 希腊会获得资金，顺

削减相当于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
1%的退休金，2020 年下调个人所
得税的最低收入界线，以增加税收。
希腊左翼政府还承诺改革劳动

法持续，且希腊债务占 GDP 比率由
前年的 177.4%增至去年的 179%，
代表财政仍有隐忧。
希腊最高法院最新裁定， 原定
要在 2019 年实施的削减退休金案
违宪，也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但这
是国际债权人相当在意的紧缩行
动，让后续问题仍存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