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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分裂将如何影响股市汇市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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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 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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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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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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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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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喜欢一个分裂的国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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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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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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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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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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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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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王乃水
（新华社纽约 11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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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

杭州

与正 XXX 医药集团公司、阿 XXX 医药控股集团洽谈医药合作项目。

10 月 19 日

杭州

与胡 XXX 堂集团有限公司交流洽谈。

10 月 29 日

北京

与 XXX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综合部高级经理洽谈招商，
就生物制药项目深入交流。

10 月 10 日

上海

与上海 XXX 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洽谈医药合作项目。

10 月 11 日

上海

与费林加诺贝尔奖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心（上海甘田光学孵化基地）、上海 XXX 光学材料有限公司洽谈有关合作项目。

10 月 12 日

上海

赴漕泾工业园区与 XXX 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XXX 利（上海）有限公司洽谈制造有关合作项目。

10 月 13 日

上海

与 XXX 药业公司洽谈有关合作项目。

10 月 14 日

上海

与金山区科学技术协会、浦东区科学技术协会洽谈招商合作事宜。

10 月 13 日

芜湖

赴安徽工程大学，
与该校科技处处长了解项目有关情况。

10 月 30 日

合肥

率队赴合肥 XXX 贸易集团对接洽谈合作。该公司董事长有意向决定到安庆投资开发 XXX 生产基地。

10 月 31 日

宁波

赴宁波 XXX 零部件有限公司拜访总经理，
参观了公司及生产车间并进行招商推介。

10 月 15 至 17 日

广州

赴广州参加迎江区投资说明会，
与多家公司开展对接洽谈。

10 月 17 至 18 日

佛山

赴佛山 XXX 科技投资公司与总经理洽谈来宜投资有关项目。

10 月 18 至 19 日

广州

赴广州会见 XXX 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洽谈投资合作项目。

10 月 14 至 15 日

杭州

率队赴杭州开展招商活动，
实地考察 XXX 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10 月 29 日

蚌埠

率队赴蚌埠考察 XXX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并同公司总经理洽谈来宜投资事项。

备注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近期来宜考察。

备注：
以上信息由市招商局收集提供（不含市领导在安庆开展的招商活动）。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是由国
家出资设立、
直属国务院领导、
支持中国经济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
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行以
“增强国力，
改善民生”
为使命，
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金
融改革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
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运行、约束机制，建设
资本充足、
治理规范、
内控严密、
运营安全、
服务
优质、
资产优良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为国民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自 2006 年 8 月成立“审计举报办公室”以
来，开发银行公开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举
报，取得了较好效果。为进一步确保国有资产
质量稳定和维护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
险，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

行监督，对造成或可能造成开发银行支持领域
内国有资产、国民资产损失和危害或可能危害
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项目法人及组
织。包括开发银行各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
发银行资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以及开发银
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
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客户、经营、财务、项目等
信息或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
（二）开 发 银 行 客 户 违 反 合 同 约 定 的 行
为。包括但不限于挪用、非法占用、私分和转
移项目资金，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以及其

他违法违规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的行
为。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
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以及恶意逃废债
务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或恶意转移抵质押物
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担保企业利用虚假的
财务报表、产权文件，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
开发银行贷款项目提供虚假担保，以及恶意转
移抵质押物等行为。
（五）其他侵害开发银行权益和危害开发
银行资产安全的行为。
三、
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
信、
来访、
电话、
电子邮件等形式，
随时向开发银

行反映或举报。举报人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和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
性、
客观性负责，
不得主观臆测、
捏造事实、
制造
假证、
诬告陷害他人，
否则须承担法律责任。举
报人反映或举报可以署名或匿名，但为尽快了
解更详细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并及时反馈有关
处理结果，提倡举报人实名举报并留下详细联
系方式，开发银行承诺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依法
给予保密。举报人请不要重复举报。
四、
奖励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且避免或挽回开
发银行资产损失的，开发银行将视具体情况给
予举报人奖励。
五、
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
桥大街 16 号国家开发银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
（邮编：
100032）
电话：
010-68333171
电子邮件：
jubao＠cdb.com.cn
2.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潜山路699号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 纪检监
察办公室（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
230071）
电话：
0551-62867731
六、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关内
容已在国家开发银行网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
2018 年 11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