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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分裂将带来哪些重大影响
□新华社记者 王乃水
美国中期选举国会参众两院投票
结果陆续出炉，民主党时隔 8 年后重夺
众议院多数党地位，而共和党则巩固
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美国国会由此
进入“分裂时代”。分析人士普遍认
为，国会分裂将给美国政治格局带来
重大影响，也因此将对股市、汇市、油
市产生直接影响。
股市：国会分裂是利好消息
美国股市 7 日强劲上涨，截至收盘
纽 约 股 市 三 大 股 指 涨 幅 均 超 过 2% 。
中期选举加剧美国政治分裂，但市场
却视之为利好消息，其原因有三。首
先，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共和党守住参
议院控制权的选举结果基本符合市场
预期，
“ 靴子落地”消除了市场不确定
因素。
其次，历史数据显示，在国会分裂
时代美国股市表现往往更加强劲。美
银美林经济学家约瑟夫·宋表示，市场
通常喜欢一个分裂的国会。美银美林
的研究显示，自 1928 年以来，当共和党
控制白宫而国会处于分裂状态时，标
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年均涨幅高达
12%，表现好于共和党同时控制白宫和
参众两院，或共和党控制白宫而民主
党控制参众两院时。
再次，分裂的国会可能令贸易紧
张局面有所缓和。摩根大通量化分析
师马尔可·科拉诺维奇认为，分裂的国
会是最佳结果，因为总统将不能再指
望国会通过更多宽松政策来刺激经
济；为确保经济稳健运行，美国政府的
强硬贸易政策或有所收敛，达成妥协

的可能性增大。
不过，鉴于本届政府的特殊性，也
不能断言股市一定走强。约瑟夫·宋
认为，如两党对抗加剧导致出现政府
关门等事件，经济、股市必将遭遇负面
影响。
汇市：
风险偏好上升令美元承压
由于中期选举结果符合市场预
期，投资者风险偏好有所上升，因此具
有避险功能的美元 7 日走弱。衡量美
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
跌 0.33%，收报 95.9955。
纽约道明证券高级外汇策略师马
赞·伊萨表示，如果中期选举没有导致
国会分裂，美元将因投资者避险情绪
增强而走强，而符合预期的选举结果
提高了其他货币的投资吸引力。
从中长期看，美联储的加息节奏
仍将是影响美元走势的关键因素。分
析人士普遍认为，分裂的国会意味着
国会对美国经济的支持将减弱，这可
能导致美联储放缓加息步伐，从而增
加美元走软压力。
外汇分析师法瓦德·拉扎克扎达
表示，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减税及增加
政府开支的计划将很难在国会通过，
因此未来美联储加息节奏可能会略慢
于此前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时。
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今年内美联
储还将加息一次，并很可能选择在 12
月召开货币政策例会时做出加息决
定。
油市：
供需博弈加剧走势难判
7 日，纽约和伦敦原油期货价格收
报 61.67 美元和 72.07 美元，分别较 10

月初高点重挫 19.3%和 16.5%。分析
人士认为，未来美国政治局势对国际
油价的影响将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美国对伊朗制裁如果因国
会分裂而有所软化，则将在供给侧增
加国际油价下行压力。本月 5 日，美
国已正式重启对伊朗原油出口制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在美方制裁
下伊朗平均每天少出口 100 多万桶原
油。
其次，中期选举后特朗普政府的
贸易政策将从需求侧影响国际油价。
此前，由于美国贸易政策给全球经济
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大，对国际原油供
大于求的担忧情绪主导了市场。中期
选举后，石油市场投资者将密切关注
特朗普政府会否改变贸易政策取向，
并评估其对全球原油需求的影响。
再次，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对原
油生产的态度将影响美国国内原油供
给。从历史上看，共和党支持扩大美
国国内原油产量，而民主党则更注重
环保等诉求。民主党如果推动强化监
管，则可能抑制美国国内页岩油产
量。
美国能源信息局 7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上周美国原油日均产量达到创
纪录的 1160 万桶。就在一天前，美国
能源信息局刚将 2019 年美国原油日产
量预测提高至 1210 万桶。
当然，欧佩克和俄罗斯在国际原
油供给方面的影响力较美国更为显
著，因此从中长期看，影响国际原油供
需的因素错综复杂，供需博弈很可能
会进一步加剧。

英媒评析印度为何难治霾
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英媒称，
本周新德里的污染程度升至“严重”和
“危险”级别，但却丝毫看不出这个人
口密集的印度首都的居民采取多少自
我保护措施。
百姓无忌
据路透社 11 月 6 日报道，
5 日，
新德
里空气中危险颗粒的污染程度已达到
建议极限的 24 倍，
预计未来几天雾霾还
会加重。但是，
这里仍然很少看到当地
人采取措施减少雾霾对健康的影响。
报道称，
幼童穿着熨烫平整的校服站
在校车车站等车；
保安、
马路清洁工和人力
车夫大部分时间就在户外呼吸着肮脏的
空气。人们全然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询问中产阶层居民家中是否有空
气净化器，
答案无一例外：没有。
报道称，虽然当地媒体普遍报道
了首都的污染危机，包括医生对严重
健康危险纷纷提出警告，尤其是对老
幼病患，但是情况没有改变。
倡导防治污染的活动家、社会科
学家和政治问题专家指出，对有毒空
气明显缺乏关注——无论是因为无知、
冷漠抑或贫穷导致的视而不见——为
联邦和地方政治家提供了他们不必大
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借口。
政府无为
报道认为，联邦政府的执政党或
主要反对派都没有动力与市政当局合

作解决雾霾问题。
报道称，
虽然德里的人口可能超过
2000 万，可是明年 5 月举行全国大选时
它的投票重要性相对于邻近的北方邦而
言并不那么重要，
后者有2200万人口。
政治民调专家约根德拉·亚达夫
说：
“ 悲剧在于，联邦政府和德里邦政
府都没有政治意愿，因此我们看到双
方为我们身处的污染危机互相指责。
你看到哪怕有一丁点政府行动，都是
因为环境保护活动家和最高法院发挥
作用施加压力的结果。
”
报道称，印度的雾霾问题远不止
德里一个地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
计，在世界 15 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
有 14 个属于这个有着 13 亿人口的国
家。但是，至少是在首都，按计划这个
问题今年是要解决的。
据报道，去年 10 月和 11 月德里一
度被各种有毒雾霾笼罩，德里市政府
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当时德
里首席部长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称
印度首都像个“毒气室”。联邦政府官
员说莫迪总理办公室要求他们确保不
再发生同样情况。
但是，迄今采取的措施未见成效，
现在莫迪政府、德里市政府与首都周
边的邦政府之间互相指责。
有令难行
报道称，
由于今年污染危机加剧，
旁

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环境部长均未参
加联邦环境部近日召开的会议，
都只派
了公务人员与会。这两个邦的农民燃烧
作物秸秆是导致雾霾的主要原因。
当然，
政府也未采取措施减少德里
及其周边公路上加重污染的汽车数量，
尽管发出了一些威胁，
但并未实施。
报道称，此外，虽然国家最高法院
发布裁决令，试图限制 7 日印度排灯节
之夜烟花燃放，但是无人认为会得到
执行。首先，法院裁定只能在晚上 8 点
至 10 点之间燃放“绿色”、低污染烟花，
此令很可能被置之不理，因为德里市
场上没有
“绿色”
烟花销售。
11 月 8 日，大多数官员早晨醒来会
发现污染甚至更加严重，因为节日烟
花燃放导致的烟雾加上其他污染源，
将产生致命的层层雾霾。每年这个时
候，季风轻微和干旱少雨意味着污染
可能持续数周，
就像去年一样。
报道称，但是，根据民调，莫迪的
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更为担心的是农民
收入减少产生的影响、燃料价格升高
和新增就业机会是否充分等问题。
著有论述印度社会问题作品的知
名社会学家迪潘克尔·古普塔说，只有
政府重拳介入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
题。他特别指出，去年因北京政府采
取严格措施限制北京周边的污染行
业，
北京的污染情况得到了改善。

这是 11 月 7 日在英国伦敦伦敦塔前拍摄的
点燃的火把。11 月 4 日至 11 日期间，伦敦塔前
每晚点燃数千支火把，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 100 周年。
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劳工案判决

日韩
“硬碰硬”
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记者 张旌）因韩
国大法院裁定日本企业赔偿强征赴日的韩国劳
工，韩日关系陷入紧张。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
员 7 日说，总统文在寅本月晚些时候出席东南
亚国家联盟系列峰会期间预期不会与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单独会晤。
难以
“单聊”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官员 7 日接受媒体
记者采访时说，总统文在寅将在本周出访新加
坡、出席东盟系列峰会，而后前往巴布亚新几内
亚，
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安倍晋三将参加上述会议，先前提议与文
在寅在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当被问及两名领导
人能否“单聊”时，青瓦台官员回答：
“从现阶段
气氛来看，
恐怕很难。
”
韩日关系陷入紧张缘于劳工案判决。韩国
大法院 10 月 30 日裁定，
维持首尔高等法院 2013
年判决，
即要求日本最大钢铁联合企业新日铁住
金公司向 4 名强征赴日的韩国劳工支付赔偿。
首尔高等法院 2013 年 7 月判决，新日铁住
金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把 4 名韩国人强
掳至日本的炼钢厂作苦力，应当向他们每人赔
偿 1 亿韩元（约合 8.9 万美元）。
韩国政府说，尊重大法院判决，愿继续发展
韩日关系。日本政府则坚称，两国 1965 年签订
《请求权协定》恢复邦交正常化时，这类民间索
赔问题
“已经解决”
，敦促日本企业拒绝赔偿。
互放
“狠话”
连日来，韩日两国政府官员围绕劳工案多
次互放
“狠话”
，显现强硬姿态。
日本政府认为，劳工赔偿属于韩国“国内问
题”，应由韩国政府替代日企支付赔偿金。日本
外务大臣河野太郎 1 日声称韩方应负“百分之
百”责任，同时责成日本驻各国大使馆说明日本
政府此举的正当性。
河野太郎 5 日接受彭博社采访，再度把矛
头指向韩国。他说：
“显而易见，韩国政府应处
理韩国人所有这类诉讼，这是他们必须做的事
情。这是 1965 年协定的内容。”
河野发出这番言论后数小时，韩国外交部
第一次官赵显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长岭安政。
韩国外交部当天深夜发表声明，指责日本政府
对裁决
“应对过度”
和
“政治化”。
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溶 6 日说，
日方
如果继续现有强硬态度，
韩方将不得不采取相应
举措。日方的指责并未平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菅义伟7日指认韩国法院裁决
“违反国际法”
。韩
国总理李洛渊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回应声明，
对
“日
本政府主要官员的过分言论表达遗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