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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首度降息 美联储面临多重挑战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月31

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下调25个基点， 并宣布提前结束
资产负债表缩减计划。 这是2008
年12月以来美联储首次降息。

降息声明震荡市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降息是为了防
范全球经济放缓和经贸政策不确
定性给美国经济带来的下行风
险， 抵消这些因素对经济产生的
影响， 并加快推动美国通胀率回
归美联储设定的对称性2%目标。

作为与 “量化宽松” 相反的
政策措施， 缩表自2017年10月启
动至今一直发挥着 “量化紧缩”
的作用。 美联储当天宣布， 将于
8月1日结束缩表计划， 比先前计
划的提前两个月。 这意味着美联
储收紧流动性的力度有所放松。

尽管同时释放了降息和提前
结束缩表两项利好资本市场的信
息， 鲍威尔仍强调， 此次降息并
不代表长期降息周期的开端。 这
一言论令期待开启降息周期的美
国资本市场出现剧烈震荡。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7月31日
随后迅速下跌， 道指短时间内跌
破27000关口 ， 下跌幅度一度超
过400点 ， 至收盘时较上一交易

日下跌1.23%； 标普指数跌1.09%
并失守3000关口； 纳斯达克指数
下跌1.19%。

内外挑战促成降息
鲍威尔当天强调， 全球经济

放缓、 经贸政策不确定性和低通
胀 ， 促使美联储调整了利率政
策， 美联储决策层今年以来也经
历了从预期加息 ， 到保持 “耐
心”， 再到降息的转变。

美联储前主席耶伦日前警
告， 全球经济已经走弱， 由于经
贸摩擦带来不确定性， 美国经济
受到影响。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切
坦·阿希亚说， 美国企业界会根
据全球事态来决定其资本支出，
当前全球制造业PMI和贸易总量
都处在近年来低点。

此外， 美国近期部分经济数
据疲软也是促使美联储政策转向
的重要原因。 尽管消费仍是拉动
美国经济的主引擎， 但制造业产
出已连续两个季度下降， 二季度
企业固定投资也出现下滑。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丘斯表
示，美国发出的各种关税声明，导
致商业情绪恶化， 制造业和就业
数据等露出疲软迹象。 这些是引
发美联储此次降息的初始原因。

阿希亚指出， 美国消费依旧
强劲， 但资本支出和企业盈利能
力这两项先行指标已经恶化， 预
示经济可能出现拐点。

多重挑战有增无减
尽管美联储此次降息顺应了

市场预期， 部分投资者仍期待美
联储开启降息周期， 并抱怨美联
储和鲍威尔未能传达清晰信息。
白宫也继续批评美联储， 让美联
储和鲍威尔进一步决策时面临更
大压力。

阿希亚表示， 若美联储希望
“先发制人” 地应对经济放缓，就
应该降息50个基点。 哈丘斯也认
为，再降息25个基点更为合适。

除期望更大降息幅度， 市场
人士还认为， 美联储需传递更加
清晰透明的政策信息。 美银美林
短期利率策略主管马克·卡巴纳
认为， 美联储传递了一个 “非常
令人困惑和混乱的信息”， 鲍威
尔没有就美联储近期政策路径给
出明确方向， 而这是市场反应消
极的原因。

麦卡锡也认为， 市场价格反
应说明市场并不满足此次降息，
美联储的立场没有阐述到位， 政
策声明模棱两可， 鲍威尔也没有
做任何澄清。

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
交媒体上批评美联储降息力度不
够。 他表示， 市场期待美联储此
次降息能开启 “长期而激进” 的
降息周期 ， 但鲍威尔一如既往
“让我们失望”。

除外界压力外， 当前复杂的
国内外经济形势也给美联储决策
制造了更多困难。 由于对外经贸
争端悬而未解， 经济放缓忧虑渐
增，美国各界对美联储政策的“风
吹草动”变得异常敏感。美联储在
引导市场预期上，面临较大挑战。
美银美林固定收益策略师马修·
狄佐克认为， 美联储须小心翼翼
地对市场进行 “微观管理”。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
指出， 鉴于美联储降息行动和政
策立场， 与市场预期存在明显差
距。 这种 “预期差” 今后或将迎
来新一轮扩张， 预计将对资产价
格产生新的短期扰动。 图为7月
31日，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在新
闻发布会上讲话。

据新华社

7月31日， 莫斯科动物园内，
大熊猫“如意”和“丁丁”刚一出现
在熊猫馆舍， 等候已久的民众就
兴奋不已，争睹它们的真容。

“今天 ， 我们动物园专门为
两只大熊猫举办生日庆祝活动。”
莫 斯 科 动 物 园 园 长 斯 韦 特 兰
娜·阿库洛娃告诉记者 ， 这是
“如意” 和 “丁丁” 在莫斯科动
物园过的第一个生日， “丁丁”
年满2岁， 而 “如意” 则迎来3岁
生日。

据介绍 ， “如意 ” 2016年7
月31日出生于中国四川雅安碧峰
峡基地， 为雄性。 “丁丁” 则于
2017年7月30日出生于中国四川
卧龙神树坪基地， 为雌性。 按照
中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协 会 与 莫
斯科动物园签订的协议， 今年4
月29日， “如意” 和 “丁丁” 抵
达莫斯科， 开启为期15年的旅居

生活。
当天上午， 庆祝现场， 身着

红色服装的演员们敲击着中国
鼓， 一阵阵鼓声配合着舞龙的节
奏， 气氛喜庆而热烈。 随后， 俄
罗斯小朋友们在熊猫馆舍前为两
只大熊猫唱响生日歌， 他们甚至
还专门学习了 “祝你生日快乐”
的中文歌曲。

生日歌刚一结束， 两只大熊
猫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憨态可掬
的形象让前来观看的大人与孩子
们十分兴奋。

动物园还为它们准备了 “生
日蛋糕”。 这两个 “蛋糕” 由冷
冻的水果做成， 并且用竹子进行
装饰 。 在众人的注视下 ， “如
意” 和 “丁丁” 开始享用起自己
的 “生日蛋糕”。

据园方介绍 ， “如意 ” 和
“丁丁” 已在这里居住了3个月。

第一个月， 动物园主要对它们进
行观察， 没有让它们接触游客。
此后， 园方开放了馆舍。 目前，
两只大熊猫已逐渐适应了游客的
关注。

阿库洛娃还告诉记者， “如
意” 对游客们很感兴趣， 时常走
到玻璃前和游客互动 。 相较之
下， “丁丁” 更害羞， 但是却很
聪明。

莫斯科市民柳德米拉对记者
说， 她三天以前刚刚来看过两只
大熊猫， 后来听说它们过生日，
就专门又来到动物园。 莫斯科退
休市民奥莉加在看到大熊猫后难
掩内心喜悦 ： “能够看到大熊
猫 ， 我非常高兴 。” 图为7月31
日，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大熊
猫 “如意” 准备享用工作人员为
它准备的 “生日蛋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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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如意”和“丁丁”
旅俄三月庆生记

新华社电 美国皮尤研究中
心7月31日发布报告说， 美国幼
儿园和中小学中白人幼儿和青少
年比例持续下降， 少数族裔比例
持续上升， 表明美国人口结构在
进一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报告显示， 2017年全美有18
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幼儿园学童
中拉美裔比例超过 20% 。 而在
2000年， 全美仅有8个州的幼儿
园拉美裔儿童比例超过20%， 这
反映出美国拉美裔人口比例持续

上升。 目前， 拉美裔人口占全美
人口18%左右。

报告还提及， 在公立幼儿园
和中小学就读的学童和学生中，
白人比例持续下降。 2014年， 白
人比例跌破50%。 预计2019年秋
季入学时， 白人学童和学生占比
约为47%， 比1995年的65%有显
著下降。 拉美裔学童和学生占比
28%， 较1995年翻番； 黑人占比
15%， 较1995年小幅下降； 亚裔
占比6%， 比1995年4%略高。

新华社电 俄罗斯航天集团7
月31日发布消息说， 当天发射的
“进步MS-12” 货运飞船与国际
空间站成功对接， 并又一次打破
太空 “快递” 送达速度的纪录。

消息说 ， 莫斯科时间7月31
日15时10分 （北京时间7月31日
20时10分）， “进步MS-12” 货
运飞船搭乘 “联盟-2.1a” 运载
火箭， 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
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3小时19分钟后与国际空间站成
功对接， 这是国际空间站历史上

的最快货运纪录。
通常情况下， 俄罗斯货运飞

船抵达国际空间站需要绕地球几
十圈，耗费两天时间；较快的方法
也需约6个小时。去年7月，俄“进
步MS-09” 货运飞船首次采用绕
地球2圈的“超快”模式，将“快递”
送达时间缩短至3小时39分钟。今
年4月，俄“进步MS-11”货运飞船
再次采用这一模式送货， 从发射
到对接仅用时3小时21分钟。“进
步MS-12”是第三次采用“超快”
送货模式，结果又一次打破纪录。

美国幼儿园及中小学
白人学生比例持续下降

俄飞船太空“快递”又破纪录

新华社电 孟加拉国政府部
门最新数据显示， 孟境内今年已
报告的登革热病例达1.5万余例，
至少14人死于登革热。

孟加拉国流行病学、 疾病控
制和研究所所长米尔贾迪·迈赫
贾宾7月31日对媒体说， 孟加拉
国64个县中已有63个县报告登革
热病例。 官方数据则显示， 7月
29日15时至7月30日15时的24小
时里， 孟全境新增1335名登革热

住院患者。 而2018年7月全月仅
有946名登革热患者。

当地多家主流媒体报道， 孟
加拉国今年的登革热疫情已造成
超过40人死亡。 不过， 孟卫生服
务总局助理局长艾莎·阿克特尔7
月31日告诉新华社记者， 今年1
月以来的登革热死亡数字应为14
人。 而孟加拉国2018年全年的登
革热病例为1万余例， 死亡人数
为26人。

孟加拉国登革热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