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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空头回补做多】

近一段时间以来，欧美等国家经济复苏
势头良好，人们避险需求减弱，国际黄金价格
总体低迷，市场空头情绪弥漫。这期间，美国
欲对叙利亚动武和萨默斯退出美联储下任主
席竞争的消息，曾促使金价有所反弹，但随着
叙利亚局势的缓和以及美国 ! 月开始削减
"#规模预期逐步升温，金价很快回落。

近日美联储利率决议成为黄金市场的主
导。市场之前一直判断美联储从 !月开始逐
步退出货币宽松举措可能性极大。在 !月的
第二周，金价大幅下跌，最低跌至每盎司
$%&&美元附近。高盛、瑞银以及美国银行等
国际机构都唱空黄金，认为黄金下跌趋势将
延续至 '&$(年。据统计，自今年美联储暗示
将减少货币刺激后，金价已经下跌了 $)*。

然而，美联储本周三出乎意外地新决
定———维持量化宽松政策，让黄金市场空头
情绪暂时消散。结果公布后，市场上出现技
术性买盘和空头回补操作，短线市场多头推
动金价连续走高。

【美国新决定推高金价】

过去几年，美联储每月 )+&亿美元的债
券购买规模成为了金价大幅上升的支撑。此
次金价反弹，依然与美联储维持债券购买规
模有直接关系。高盛集团贵金属分析师库尔

瓦兰和柯里表示，美联储意外决定暂时不缩
减量化宽松项目规模导致黄金价格飙升。

库尔瓦兰和柯里在名为《延迟缩减量化宽
松的近期上行推动，但是对'&$(年依然看空》
的报告中指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意外决
定暂时不降低购买资产的速度，倾向于等待更
多确认美国经济前景改善的证据。这个宣告加
上伯南克主席的新闻发布会，显示了美联储相
比绝大多数人预期更加鸽派的立场，使得黄金
价格迅速涨至每盎司$%,+美元。”

黄金作为一种资产，具有投资和避险的
作用。美联储最新决定意味着美国经济恢复
得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种情况下，

黄金保值防范风险的作用又凸显出来。分析
师们称，美联储决议后，黄金基金有资金流
入的信号，该信号表现出对黄金保值基金兴
趣的重新燃起。

【未来颓势不可改变】

虽然黄金价格现在上涨，但机构和分析
人士都认为，这是个短期行情，长期仍然看
空。“这次金价反弹是报复性反弹，价格虽
然暂时下不去，但从中长期看，黄金价格下
降走势不会改变。”国内黄金分析师赵相宾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赵相宾分析说，虽然美国今年 -月不退
出 "#，但退出是迟早的事，估计应该在年
底时开始退出。之前市场认为 -月退出，是
一些媒体和投行的猜测，美联储并没有明确
表示过。整体上看，美国经济数据还是比较
好，美元也没有出现大幅下跌。中长期看，
美国经济企稳，美元指数走强，黄金价格单
边下降趋势很难改变。

库尔瓦兰和柯里认为，尽管金价会在
'&$% 年之内有更大程度的上涨，但长期看
仍可能是下跌趋势。他们在其报告中表示，
“作为结果，我们在此重申我们对黄金价格
的中立立场，继续期望金价会在进入 '&$(

年的时候恢复下行趋势，届时的经济数据将
坚定地确认美国增长的再次加速，确保不再
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

此次黄金价格暂时上涨将持续多久？赵
相宾预测大约一个月，“美国 $& 月第一周
再次公布经济数据，如果情况好，黄金价格
还会下降”，赵相宾指
出，现在美国、欧洲、
中国的经济都在恢复，
黄金的避险性在减弱，
中长期看黄金颓势不可
改变。

上涨属于报复性反弹 难以改变中长期颓势

金价短期仍会维持涨势
本报记者 罗 兰

受美联储维持量化宽松政策决定的影响，一度低迷的黄金市场近日

骤然升温。本周五亚市早盘，现货黄金现交投于每盎司 !"#$ 美元附

近。隔夜现货黄金价格攀升至一周高位，并延续上日劲扬 %&$'的涨

势，金价继续上涨。多家国际机构预测，金价在今年内会有更大程度上

涨。同时，分析人士也指出，目前金价上涨只是短期震荡，因全球经济

仍处在恢复中，从中长期看，黄金的避险功能在弱化，金价颓势难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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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秋季房展会上，海外项目成为了主
角。北京房展会国际部总监魏克非说，不少
置业需求被限购政策挤出后，中国大众对海
外投资移民的热情高涨，海外房产项目不远
万里来北京参展，吸引国人买房投资。

此前的房展会上，塞浦路斯曾打出“%&

万欧元买房送户口”的口号引人关注，而本
届展览会上，希腊则声称“购买'+万欧元房
产获希腊居留身份”，也成为关注热点。

有报告指出，在英国，中国大陆和香
港买家的交易量占据了伦敦核心区房地产
市场总成交量的 ./(*，一手房产市场中占
据了 $0(，甚至高于英国本地买家。另外，
根据 '&$% 年 , 月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买家占境外买
家成交总额的 $'*，较 '&$' 年高出一个
百分点，总额约 )& 亿美元，成为仅次于
加拿大的第二大投资群体。而境外买家在
美国市场的成交总额约 ,)'亿美元，存量
房交易额为 $1&)万亿美元。

地产咨询服务公司世邦魏理仕近日发

布的报告也指出，目前中国国内总体资金
相对充裕，但有限的投资渠道和人民币升
值，以及金融危机后海外资产估值相对较
低等因素，使得许多中国投资者将目光投
向了海外房地产市场。报告预计，中国个
人投资者将有 $1$ 万亿元人民币投向海外
置业领域。

海外购房受限较少

分析海外置业“潮起”的原因，业内
人士表示，从外部因素来看，人民币升
值、欧美市场的复苏等都对海外投资者带
来强烈的利好刺激。以英镑为例，根据仲
量联行发布的报告显示，人民币兑英镑的
汇率相比于 '&&+ 年升值了 %&*左右，相
当于在英国买房的房价随之下调 %&*。
“自从 '&&)年次贷危机开始，美国房价大
幅度跌落，这种趋势并向其他国家蔓延，
加之欧洲经济不景气，很多人认为购买海
外房产是投资抄底的好时机。$&年前海外
置业是很多人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成为
可能。”第一太平戴维斯住宅销售部及海
外置业董事刘虹桥表示。

从内部环境看，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
受限购政策影响，房价上涨较快的一线城
市出现了“有购房需求、无购房资格”的
情况，同时人民币升值使得手中有沉淀资
金的人们希望通过海外置业来实现资产的
保值增值。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张汉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由
于欧美房地产市场发展成熟，相比中国来
说，还是会更加稳定一些，并且政策上受
到的限制较少”。

而除了投资目的之外，国外教育、移
民、医疗服务、环境质量、食品安全等都
是许多人选择海外置业的重要因素。

投资风险尤须提防

海外房产项目“看上去”很美好，但投
资者尤须谨慎，防止一味追捧导致受损。
“很难说投资是不是一定有回报，因为

国外有很多投资热点城市，一是自身发展
空间已经稳定；二是房子也是有多年房龄
的老房，升值空间不大。想通过投资海外房
产实现资产增值，反而有可能造成资金积
压，再加上较高的房产税等其他税费成本，

可能持有一段时间后再出手发现已经低于
买入价了，造成投资损失。”张汉亚表示。

涉外法律专家提醒，进行海外置业投
资时，除去汇率风险外，还有 %个问题需
要弄清：一是购房附带的“永久居住权”
不等于绿卡，想通过购买房产实现移民的
一定要先弄清对象国的具体政策，以美国
为例，投资移民和海外购房没有必然联
系，外籍人士可以在美国投资买住宅，但
不能借此要求加入美国国籍；二是养房成
本较高；三是信息不对称加大了投资风
险，由于不能进行实地考察，签订合同
后，有时候才发现房产的产权不清晰、房
产欠有债务等问题，甚至有信誉不佳的房
地产经纪公司还会扣押国内买主的定金，
甚至卷走客户资金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压题照片：消费者在 '&$% 北京秋季

房地产展示交易会上的一展台前咨询。

赵 冰摄（新华社发）

中国7月份增持美国国债
新华社华盛顿 !月 "#日电 （记者蒋旭峰、樊

宇）美国财政部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 月
份，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增持美国国债 !#亿美元。

数据显示，中国当月持有美国国债 !$%""& 万
亿美元，高于前月修正后的 '$%"()万亿美元。

美国第二大债权国日本 "月份大幅增持美国国
债 (%* 亿美元，当月持有美国国债 +,!&(- 万亿美
元，高于前月的 !$*)&-万亿美元。

截至 "月份，外国主要债权人持有的美国国债
总额为 ($(.*+ 万亿美元，低于前月的 (,/**/ 万亿
美元，为连续第四个月下降。

中阿博览会结出累累硕果
本报银川 ! 月 "! 日电 （记者朱磊、刘峰） -

月 $-日，为期 +天的中阿博览会在宁夏银川完美
收官。本届博览会突出了经贸主题，($ 个分项活
动中有 ')项是经贸活动，占到 ,$*。记者了解到，
本届博览会共签约项目 $+) 个，签约金额 '+--1&$

亿元2硕果累累。签约项目涉及能源化工、新材料、
装备制造、清真食品、基础设施、物流商贸、文化
旅游等多个领域。实现了与国（境）外合作，尤其
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取得新突破，签订国 （境）
外项目 +$个，签约金额 -)&1--亿元，其中与阿拉
伯国家合作项目 %$个，签约金额 ,,(1-$亿元。

()!"北京秋季房展会 *月 +*日—((日在京举行。本届

展会上有 ,)) 余个国内外项目参加，其中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海外房产项目就达 (#) 多项，超过参展项目总数一

半。“投资移民”、“买房获居留许可证”等仍是多数海外项

目的宣传噱头。专家表示，海外置业热潮下，购房者必须保持

清醒头脑，防范投资风险，相比国内房地产项目而言，海外房

产投资未必能够保证稳定的升值空间。

海外地产商结伴来华叫卖
投资移民是噱头 购房风险应防范

本报记者 宦 佳

北京市朝阳区四惠电动公交车充换电站日前

投入运营，这是目前北京市最大的电动公交车充

换电站。 王 振摄（新华社发）

连日来，吉林省集安市特产五味子进入采摘季。适

逢今年光热雨量充足，当地五味子喜获丰收。图为农民

将采摘的五味子进行晾晒。 林 宏摄 （新华社发）

集安：五味子喜获丰收北京公交车充换电站运营

近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农民抓住天气晴好的时机，全力收割中

稻，力争把今年夏天因旱灾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日前，全国秋粮自

南向北全面开镰收获。

大图：收割机在都昌县中馆镇南塘村收割超级稻。

小图：在都昌县蔡岭镇北炎村生态水稻示范田里，农民谢明思在查看

粳稻的长势。 傅建斌摄（新华社发）

!

民企将成对外投资主力军

未来民营企业将会是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有两个

因素。一是外部因素，世界吸引中国的投资在不断

的升温；第二个是内部因素，受劳动力等影响，中

国政府正在对审批制度进行改革，这其中包括境外

审批制度的改革。

———国家发改委中国产业海外发展秘书长和振
伟认为。

!

注重提高经济主体活力

支持经济回升可持续的最大因素在于，下半年以

来中央政府出台的种种政策，并没有附带大规模的短

期投资计划，更没有突击审批项目，更多的是立足于

扩大准入、完善标准、减少管制并以此提高微观经济

主体投资的活力和积极性，利于当前，但更惠长远。

———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研究员付兵涛认为。

!

建立更加公平的个税制

未来个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建立健全综合与

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发挥更大

作用，使税负更加公平。结合目前我国工薪阶层成

为缴纳个税的主体人群的情况，可考虑在简化税制

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经济境遇的人适用不同的扣除

规定与匹配税率。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

!

金融创新需打好“地基”

各种金融创新应该以服务社会，推动社会经济

良性发展为根本目标，只有在基础建设方面有良性

根基，才能真正成为“盘活存量”、“推动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的有效工具。

———民生银行行长助理林云山提出。
（钟炜琳辑）

江
西
旱
区
中
稻
开
镰
收
割

海外置业渐受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