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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去中国化”后
还能“一币一别墅”吗？

常熟 银 行 业 绩 亮 眼
缘何 股 价 遭 “ 腰 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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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以专业优势
解题潇湘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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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文、搜狗相继上市
腾讯一周投资收益超 65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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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肃贪上演“权力的游戏”
国际金融报记者 ｜ 袁源

阿拉伯反腐行动的重头“猎物”。
11 月 9 日，沙特阿拉伯总检察

会为沙特政府提供一些额外的资
金，不过如果持续反腐，这将进一步

“扫贪、清理门户”的大地震，规模之
大史无前例。

竞争对手——
—已故国王阿卜杜拉钟
爱的儿子米塔布·本·阿卜杜拉。

关系，例如高盛集团 CEO 贝兰克梵
(Lloyd Blankfein)。

增加企业的不确定性， 这在短期到
中期将产生负面影响。 ”

反贪腐委员会成立数小时后，
立即逮捕 11 名沙特阿拉伯王子和
多名现任、前任部长。 沙特阿拉伯
政府表示，这些“受到诱惑污染的灵
魂”将被送入肃贪委员会，并接受委

众多沙特阿拉伯王子、大臣和前
官员被困于此， 并被切断对外通话，

长沙特·穆吉卜说， 在沙特近日发
起的反腐风暴中，目前已有 201 人
因涉贪被捕，涉案金额预计达 1000
亿美元。
由于众多被捕人士均与外国
机构存在商业往来，这将很大程度
上影响外资前往沙特的投资意向，

在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领导
的反贪腐委员会成立后不久， 震惊

员会主席——
—沙特阿拉伯现任王储
萨勒曼王子——
—的全权调查。

62 岁的瓦利德是王国控股公
司董事长，曾被时代杂志誉为“阿拉
伯的巴菲特”。
瓦利德已在全球各地投资数十
亿美元，范围遍布房地产、饭店及股
票，并斥巨资投资科技企业。 截至
去年，他持有推特 3500 万股、美国

瓦利德曾因鼓励女性外出工
作、 主张沙特阿拉伯女性享有驾车
权力等而受到媒体瞩目， 他公司的
职员中女性比例占三分之二。
萨勒曼王储还废黜了米塔布王
子的沙特阿拉伯国家卫队队长职
务。 米塔布王子过去对王储从未构

他们的私人飞机被禁飞，资产亦被冻
结。 这些王子、大臣和官员被认为是
“受到诱惑污染的灵魂”，他们是沙特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学者赫托
格（Steffen Hertog）在接受《国际金
融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反腐可能

各界的沙特反腐风暴于 11 月 4 日
展开。

委员会已逮捕了这个王国中最
富有的投资者瓦利德·本·塔拉勒王
子， 以及对于王储权力最具威胁的

叫车服务企业 Lyft 5.3%的股权，也
持有花旗集团与 21 世纪福斯公司
的股票，并与华尔街大咖建立紧密

成威胁，但国家卫队过去 51 年来一
直掌握在前国王阿卜杜拉和儿子米
塔布王子的手里。 下转第二版》》》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很难
想象王子们被迫打地铺的尴尬情形
却在沙特阿拉伯的一家五星级饭店
内真实上演。

前所未有的“地震”

在外界看来， 沙特阿拉伯此次

国金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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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优先”在亚洲做了微调？
主轴， 确实可以呼应特朗普的美国
在亚洲微调了孤立主义战略的判
断，选择了与盟友一起来应对问题。
这种微调是出访时的短期策
略，还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本成型，
还需要长时期的观察。 但可以肯定
的是，即使美国在亚洲修正了“美国
优先”， 这也不过是有限的修正，并
没有根本改变。 甚至可以看作是因

许凯

之前行为所造成的冲击从而对盟国

当地时间 2017 年 11 月 9 日，希腊雅典，民众聚集在希腊议会前示威，抗议采取财政紧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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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子”翻身难 中法人寿、新光海航偿付能力负到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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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大户”杀入互金领域 会否重蹈 360 金融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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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款基金频现 时来运转还是马太效应？
10版

在讨论这个议题时， 特朗普总
统正在进行他为期 12 天的亚洲之

日本等的安抚。 当然这个安抚也是
有条件的， 美国关心的还有修正日

行。 11 月 3 日访日，7 日访韩，8 日
至 10 日访问中国，之后是越南和菲
律宾，14 日回国。 他这次亚洲行，媒
体关注到两个点：一是这是 25 年来
美国总统访问亚洲地区时间最长的
一次， 二是这次访问是特朗普上任
9个多月后的首次。

美贸易不平衡以及日美自贸谈判，
韩美自贸谈判也是主要议题，当然，
特朗普总统在欢迎仪式上当着文在
寅的面就谈起了增加军购。
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战略， 并没
有因为这些微调的行为而有着根本

特朗普总统这次访问， 合作方
面的议题谈得多一些。 比如和日本磋
商了“印度太平洋战略”，和韩国重点
谈了贸易和半岛安全，和中国谈了中
美关系、经贸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等。 尤其是和中国，他表态说，
美中两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好
的机遇加强双边关系， 增进双边合
作。 早在特朗普出访前，分析人士就
猜测， 特朗普可能在亚洲修正他的
“美国优先”战略，增强美国亚太政策
的连贯性，当然也不会完全回到特朗
普的“亚太再平衡”。

性的转变。
从韩日的表现其实已经可以看
出孤立主义的影响，作为盟友的两个
国家，在与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互动时
势必要付出更多成本。 韩日的境遇也
是美国其他盟友正在面对的挑战，与
美国有着双边往来的其他国家也要
应对这种挑战。 特朗普总统所传达的
商人般的实用主义、投机主义和利益
至上，也挑战着二战后苦心孤诣建构
的国际框架。 更让外界担忧的是，这
同时还挑战着国际规则和世界文明。
而对后者的挑战，才是世界所更需要

美国媒体关心特朗普政府什么
时候会公布他新的亚洲战略， 特朗
普总统在访日时正式回应了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倡议的 “自由开放的印

重视的大问题。
当然， 就像亚洲期待特朗普总
统修正他的“美国优先”政策一样，
世界也期待他能更柔性地做政策调
整， 更重视世界普遍认可的国际规

度洋、 太平洋安全的合作机制”，这
个 2016 年提出的概念。 特朗普的
表态是， 美国将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以及与盟友之间的合作机会，“力争
建立一个本着自由、 公正与互惠的

则和道义。 毕竟，世界在急剧变化，
人类所面临着更多的全球性问题，
都不是某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 即
使依靠孤立主义解决了美国短期的
问题， 也未必意味着世界性问题就

印度—太平洋地区”。 如果这一表

已经得以解决， 美国自身也必将为

态意味着将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新

之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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