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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息预热？

在上周五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美
联储主席耶伦发表讲话称，鉴于美国国内
就业市场表现持续稳健，以及对经济活动
和通胀的展望，她认为，“近几个月上调
联邦基金利率的可能性已经增强”。

虽然在这次 6月以来的首次公开演讲
中，耶伦依然没有谈论具体的加息时间，
但她的这次讲话被外界普遍认为比预想要
鹰派。耶伦直言，美国经济正在“接近”
美联储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

对此，高盛经济学家在随后发布的报
告中指出，耶伦的讲话将9月加息的概率
从此前的 30%提高到 40%，表明美联储的
决策者认为经济情况已经改善，有理由考
虑在短期内实施加息。

此前几周，美联储其他官员也频繁发
声，似乎有为加息预热的态势。虽然分歧
依然存在，但开始以渐进路径加息似乎正
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在有投票权的
10 位票委中，已有 7 人公开表示支持加
息。美国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日前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9月可能是加息的好时

机。堪萨斯城联储主席艾斯特·乔治也认
为，现在是美联储应该开始采取加息行动
的时候了。

英国 《金融时报》 则在更早以前的 7
月加息会议中就察觉到，美联储为最早 9
月启动加息埋下了伏笔。该报称，虽然美
联储在会议中没有明确提及英国“脱欧”
的公投结果，但是相关措辞发出信号表
示，笼罩在6月会议上方的一些忧虑已经
消退，经济前景的短期风险已经大幅减
小，这表明美联储似乎“正试图让市场做
好准备，迎接比市场近来预期早得多的加
息”。

至少加一次

“9 月加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虽然目前美国经
济增长依然惨淡，但从耶伦的讲话来看，
失业率和通胀率可能将逐渐成为美联储决
定加息与否的最主要因素。

目前，美联储可以参考的数据还算乐
观。根据美国劳工部上周公布的数据，美
国已连续 77 周将初请失业金人数维持在
30万关口下方。而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则显
示，7 月份耐用品订单较前月增长 4.4%，
好于市场预期，制造业前景有所改善。

高盛经济学家认为，将于本周发布的
8月非农报告将异常重要，“如果就业报告

继续表明劳动力市场在改善，那么美联储
很可能在9月会议上加息”。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虽然 9月加息
可能性提高，但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

“目前来看，美国每月新增加的非农就业
人数相比去年、前年还是较少，这说明就
业形势不是绝对理想。此外，第一、第二
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也远低于预期。”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甄炳禧向记者指
出，除了美国自身存在的问题之外，世界
其他主要经济体，尤其是日本、欧洲多国
始终低迷的经济增长率，也是其不得不纳
入考虑范畴的。

释放积极信号，却始终未就确切加息
时机做出明确表态，耶伦的这一态度也似
乎在告诉外界，对于9月是否加息，她还
在犹豫。

不过，分析普遍认为，不管下一次加
息是否在 9 月，美联储在年内至
少会有一次加息。花旗银行在日
前发布的调查报告中指出，85%
的受访者预计耶伦倾向于今年年
内只加息一次，时间点则很有可
能落在12月。

“如果一年内没有加息，那么
外界不免质疑美联储的加息周期
或是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或者就是
美国经济出现了问题，这对市场将
造成较大的冲击。”陈凤英也支持
美联储年内会有一次加息的观点，
而幅度可能是25个基点的微调。

经济不给力

在去年年底开启首次加息时，美联
储曾预期可能在 2016 年加息 4 次。而如
今，2016 年已过大半，猜测纷纷扬扬，
美联储却迟迟没有迈开加息第二步。原
因何在？

“美国经济并不健康，之前美联储加
息，只是在零利率不可再持续的情况下，向
正常利率的回归。但是美国经济依然是一
个‘病体经济’，存在不确定、不稳定的问

题，今年第一、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数据相比
预期做出的下调，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
陈凤英指出，国内经济不给力，是美联储难
以启动第二次加息的关键原因。

《金融时报》 也认为，虽然一些美联
储官员对美国后危机时期的复苏表示乐
观，认为劳动力市场在继续好转，但美国
必须直面近年来一个令人不安的动态，那
就是生产率增速大幅放缓。该报指出，今
年第二季度，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连
续第三个季度下滑，“这是自 1979年以来
首次出现这样的一连串下滑”。

更为严峻的是始终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和日益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两极分化
会进一步影响美国国内的消费，穷人越
穷，或是中产阶级平民化，对美国经济是
一个很大的打击。而这归根结底还是因为
美国经济政策的失败。”陈凤英说。

还有一些分析认为，虽然美联储理事
是独立的，但美联储主席由总统任命，不排
除今年的大选因素成为美联储做出一再推
迟加息选择的一个理由。一项统计表明，自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联储在总统大选之
前的两个月都没有上调目标利率，它似乎
更倾向于以此帮助白宫现任政府。

另一种说法是，美联储意识到，单独
的货币政策无法负担整个国家的经济管
理，未来货币政策的变化应该是中期政策
组合的一部分，来稳定急剧放缓的美国经
济。因此，在 11 月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
前，美联储更有可能的表现是静观其变。

当然，今年以来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也让
美联储颇为被动。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在量
宽的反向道路上越走越远。如美联储理事杰
罗姆·鲍威尔所说，在一个“其他国家都在降
息而需求疲弱的世界里”，加息很难。

而上半年国际市场的动荡，英国“脱欧”
这一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都让美联储更加偏
向谨慎行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联储在
决定是否加息时，也开始考虑全球经济状
况，这个变化一直延续到现在。”甄炳禧说。

如此看来，美联储即使年内迈出加息
第二步，步子应该也不会太大。

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大数
据收集与分析方面的强大优势使
之成为医学诊断的有效工具。据
外媒报道，最近美国一家公司正
在制造一种人工智能产品来帮助
医生检查他们的病人是否患有精
神障碍。该产品的工作原理是利
用人工智能模型从患者讲话的文
字稿中寻找语言线索，并将其发
现以数字形式呈现，而这个读数
就是患者精神状态的反映，也将
成为医生做出诊断的依据。

除了精神分裂症筛查以外，
该公司提出另一创意，希望研制
一种工具来跟踪已经入院的精神
病患者的治疗过程，通过长期测
试他们的谈话，分析他们患病期
间语言模式的变化，来为治疗效
果做出客观量化的评估，从而帮
助病患寻找更加“对症下药”的
治愈措施，减轻其康复痛苦。

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研发
的“沃森”机器人在人工智能界可
谓赫赫有名，早在 2011 年，“沃森”
就在美国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
缘》中打败过人类对手，展示了人
工智能的强大学习能力。日前，学
霸“沃森”竟华丽转身成为“白衣战
士”，以“10分钟内诊断出罕见白血
病”的医学成绩再次声名大噪。

在上述诊断案例中，患者是一
名60岁的女性。根据日本东京大学
医学院研究所最初的诊断结果，显
示她患了急髓白血病，但在经历各
种疗法后，效果都不明显。无奈之
下，研究所只好求助“沃森”，而“沃
森”则通过对比2000万份癌症研究
论文，在短短10分钟内得出诊断结
果，并提出了治疗方案，助研究人
员突破难关。

然而，“沃森”医生的能量远
远不限于此。目前，读病例、读
论文、寻找治疗疾病的配药等，
对他来说都已不在话下，而拥有
强大认知能力的“沃森”，对医学影像的解读更是深度
又精准。面对高难度的医学难题，人工智能或在未来
成为人类必不可少的重要帮手。

人工智能建立智慧医疗，助力保障人类健康。目前，
人工智能医疗的研究成果频出，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领域
已是大势所趋。据外媒报道，科技巨头正相继布局人工
智能医疗行业。今年6月初，深度思想公司（阿尔法围棋
的设计者）就开始计划将其算法应用到医疗保健行业，
同时计划在5年内使用机器学习处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
体系的数据。谷歌则正在开发一款智能隐形眼镜，旨在
通过泪液测量血糖水平。相较于目前大部分人工智能技
术在具体疾病诊疗中的应用，硅谷一家创业公司则一直
想将人工智能带入医疗咨询行业，用聊天机器人来给用
户提供医疗健康的专业咨询。

科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类生活，人
工智能医疗无疑将为此提供一份完满答卷。未来，人
工智能医疗将为人类世界带来怎样的福利与惊喜，让
我们拭目以待。

美联储为何迟迟不迈加息第二步美联储为何迟迟不迈加息第二步？？
本报记者 严 瑜

临近9月，关于美联储是否再次加息的讨论又热闹起来。自
去年12月正式宣布启动近10年来的首次加息后，美联储在今年
已经召开的5次加息会议之前，似乎都会释放或强或弱的加息信
号，但结果却都是按兵不动。9月加息会议即将召开，作为美国
11月总统大选之前的倒数第二次加息时机，这一次美联储会迈开
这迟迟没有来临的加息第二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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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将于9月16日举办一次欧盟非正式
峰会，在没有英国代表的参与下，探讨欧盟的未
来。在此次会议之前，捷克和匈牙利的领导人表
示，为了加强欧盟的安全，需要建立一支“欧洲
联合部队”。在即将举行的欧盟非正式峰会上，
欧盟各国领导人很有可能就欧盟军队这一议题进
行讨论。欧盟建立防务一体化的努力由来已久，
此次是否能真正实现北约之外“另起炉灶”？

欲建军队 多方推动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捷克总理索博特卡表
示欧洲国家需要联合军队，他说：“我相信，我
们未来将组建联合欧盟军队。”他表示虽然建立
一支欧盟军队绝非易事，但他呼吁现在应该开始
讨论这个问题。他希望将在近期举行的欧洲理事
会期间听到该领域的首个具体提议。

德国也在此前提出加强欧洲防务一体化。在

今年7月发布的德国防务白皮书中，德国呼吁应适
时重启“欧洲防务共同体”构想，将建立“欧洲安全
与防务联盟”定为长期目标。应在欧盟层面创建指
挥欧盟军事行动的联合司令部；有意愿的欧盟成
员国之间应开展深层次的“永久性防务合作”。实
际上，捷匈提出建立欧盟军队的倡议，很有可能得
到了德国的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
任王义桅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通过东欧国家
提出倡议，德国背后支持，拉上其他大国一起，是
推动建立欧盟军队比较好的方式。”

欧盟委员会对建立欧盟军队也摩拳擦掌。在
接受德国报纸 《世界报》 采访时，欧盟委
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呼吁成立一支欧
盟军队。该提议得到了德国高级政治家的
谨慎欢迎。

应对危机 另起炉灶

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拥入欧洲，在欧
盟层面加强防务协调，保护欧盟边界安
全，显得愈发重要。据俄罗斯新闻网报
道，捷克总理索博特卡表示，在德国发生
一系列袭击事件以及法国尼斯的恐怖袭击
后，很明显，必须为各种不同形势的威胁
作好准备，而通过移民潮则可以得知，必
须保卫欧盟的外部边界。王义桅表示：“捷
匈提出建立欧洲军队是为了促使欧洲加强

边界管理，打击非法移民和恐怖主义。”
除了加强边界安全，在寻求建立欧洲军队的

背后，也有欧洲与美国的裂痕。王义桅表示：
“欧洲认为是美国造成了难民危机，但美国拍拍
屁股跑了，却由欧洲应对难民危机。”据法新社
报道，今年目前为止共有 1.8 万名难民进入匈牙
利，去年有几十万难民通过匈牙利和奥地利到达
欧洲其他国家。“欧洲对美国颇有微词，认为自
己需要联合自强。”王义桅说。

需求迫切 任重道远

“建立欧盟军队的倡议可能会得到欧洲理事
会的认真考虑。”王义桅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
恐怖主义威胁和难民危机，北约已经越来越无法
满足欧洲的安全需求。据《金融时报》报道，欧
委会主席容克称，北约为欧盟提供的保护并不充
分，欧盟军队将让欧洲“在欧盟成员国或邻国的

和平受到威胁时，做出更可靠的回应”。“欧洲保
护边界的需求非常迫切，建立欧盟军队可以对解
决危机起到一定作用。”王义桅表示。

然而，欧盟建立军队并不那么简单，如何说服
欧盟各国接受欧盟军队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金融时报》称：“在很多欧盟国家，对正式防务一
体化的抵触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情绪削弱了在共
同防务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努力。”据德国德国
新闻杂志所做的一项调查，即使是在德国，也有
46%的人反对欧盟联合军队的建议。

欧盟要想真正“另起炉灶”，并不那么简单。

欧盟欲摆脱北约另起炉灶欧盟欲摆脱北约另起炉灶？？
郭维毅

8 月 25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捷克，与捷克
总统米洛什·泽曼会晤。 （来源：中新网）

8 月 25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捷克，与捷克
总统米洛什·泽曼会晤。 （来源：中新网）

8月28日，在意大利都灵举行了一场“阿马特里切式”意大利面义卖慈善活动，所得将用于帮助意大利地震
灾民。意大利列蒂省的阿马特里切是意大利中部地震的震中，灾情较为严重，目前已有230人死亡。阿马特里切盛
产由番茄酱、风干猪面颊肉和奶酪等为主料的“阿马特里切式”意大利面。目前，已经有超过700家意大利餐厅把

“阿马特里切式”意大利面加入到菜单，表示对地震灾民的一种支持。
图为一名小女孩在慈善活动中吃“阿马特里切式”意大利面。 （新华社/法新）

意大利地震意大利地震：：吃意面献爱心吃意面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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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名

土耳其军方 28日空袭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共打
死 25 名武装分子。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声明
称，28 日上午对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
——叙利亚民主联盟党及其武装“人民保护部队”进行
空袭，摧毁其占领的建筑物5座。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一辆土耳其军方坦克 27日晚在
叙利亚北部杰拉卜卢斯附近遭遇火箭弹袭击，导致1名土
耳其士兵死亡，3名士兵受伤。土耳其军方抓获了3名发
起袭击的“人民保护部队”武装人员。

28名

菲律宾警方28日说，一伙武装分子27日在菲南部一
所监狱实施劫狱行动，造成至少28名在押人员逃脱。

菲南拉瑙省高级警官阿古斯丁·特略说，大约50名携

带重装备的武装分子当地时间 27日下午 5时 40分左右闯
入位于南拉瑙省马拉维市一所监狱，并释放了8名在押的
反政府武装“毛特组织”成员，另有至少20名其他在押
人员趁机越狱。

14轮

据德国媒体 28 日报道，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表
示，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 谈
判事实上已经失败。

加布里尔同时为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单独谈判的综合
经济与自由贸易协定（CETA）进行了辩护。他认为，欧加综
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对各方来说更为公平。但他说，CETA经
常被与TTIP混淆在一起，这使相关讨论变得异常困难。

有关 TTIP的谈判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今年 7月美
欧高官之间进行了第14轮谈判。加布里尔称双方并未达
成一致。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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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
伦。 （来源：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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