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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反应热烈
亚太股市18日开盘纷纷大涨。摩根士

丹利国际投资公司（ MSCI）亚太指数（ 除
日本外）早盘上涨0.7%。日本东京股市日
经股指开盘大涨1.8%，截至早盘收盘，日
经股指报8720.27点，涨幅为1.76%。韩国首
尔股市综合指数开盘15分钟内上涨36.69
点，涨幅达1.97%。澳大利亚悉尼股市
S! P/ASX200股指开盘上涨1.46%，新西兰
股市NZX-50指数早盘上涨0.4%。中国香
港股市恒生指数高开1.79%，并在开盘数
分钟内大涨344.19点至19578.13点。

美股盘前股指期货全线上涨。其中，
道琼斯指数期货上涨85点，纳斯达克指数
期货上涨20.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
上涨7.2点，预示着美股当天晚些时候开盘
后也将出现普涨走势。

希腊议会选举结果也对欧元构成有
力支撑。国际原油市场也获得上行动力。
由于避险情绪缓解，一些避险资产价格则
相应回落，其中纽约黄金期价下跌0.8%。
国债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至约
1.64%。

各方谨慎乐观
希腊大选结果显然让各方都舒了一

口气，但由于希腊大选后依然面临组阁等

诸多不确定因素，各方表现出了谨慎乐
观。

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当
天发表声明说，期待与希腊新政府合作，
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并信守承诺。声明
说：“ 我们期待与希腊新政府合作，我们认
为希腊留在欧元区并信守承诺符合各方
利益。”

美国白宫当天也针对希腊选举结果
发表了声明，希望希腊尽快组成新政府以
迎接经济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表
示，将与希腊新政府就未来如何帮助其实
现财政稳定和经济增长进行磋商。

欧元集团发表声明，对希腊民众的选
择表示认可，并相信持续的财政与结构性
调整是希腊克服当前经济与社会挑战，确
保在欧元区内实现繁荣的重要保证。“ 欧
元集团继续承诺协助希腊的经济调整，以
便应对其经济面临的多重挑战。”

尽管市场“ 涨”声一片，但一些分析
人士警告说，对于欧元区和希腊未来的担
忧并未消失，危机远未结束。

汇丰银行亚洲货币研究负责人保罗·
梅克尔说，希腊选举结果只是一个小亮
点，这一光彩很快就会消失。日本乐天市
场公司高级市场分析师土下正行指出，还
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他对市场能否获得
持续上涨动力持怀疑态度。

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性大大降低
全球市场反应热烈“ 涨”声一片

由于希腊议会
重新选举的初步结
果令投资者感到鼓
舞，全球市场18日
一开市便“ 涨”声
一片，各方表现出
了谨慎乐观。

希腊政府17日
深夜公布的议会选
举初步统计结果显
示，在当天举行的
议会重新选举中，
支持紧缩措施的新
民主党得票率居第
一位，反对紧缩措
施的左派政党联盟
紧随其后。这一结
果使得希腊退出欧
元区的可能性大大
降低。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记者 沈梦雪 希腊议会选举
的初步结果出炉之后，对欧元来说无疑是
打了一剂强心剂，受此影响，欧元在近日
有了些许反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外汇交
易员徐明分析，选举结果短期来看对欧元
汇率走势有一定的反弹作用，但长期来
看，欧元区债务危机仍旧在累积和爆发的
边缘。“ 除了希腊外，近期西班牙银行资金
流失很大，银行业危机的爆发宣告着欧债
危机还在持续。”

徐明告诉记者，再前一周欧元最低位
到达了1.2280，是去年7月以来的最低点，
而之后开始逐渐反弹，直至昨日上升到
1.2747，是最近5月中旬以来的最高位。对
于后期走势，他表示：“ 从6月中下旬开始，
若希腊风险持续降低，同时美联储开始发
放QE3，那非美货币将有上涨的可能，不
过与之相比，人民币将会出现下跌的可
能。”

留学：
法意德成热门选项

欧元近段时间以来的连续下跌，使得
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愈来愈成
为留学学子眼中的“ 香饽饽”。中国银行
出国留学金融服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近期选择咨询欧洲留学的客户很多。该工
作人员介绍，法、意、德等欧洲国家的公立
大学基本是免学费的，其性价比较高。“ 进
入公立大学的学子，每学期只需付注册费
用即可。这样算下来，德国、意大利、法国
等国留学费用每年折合人民币七八万元；
而美国留学一年总费用需要约35万元人
民币，加拿大约25万元人民币。”

此外，目前儿子已赴法国留学的市民
潘女士也告诉记者，儿子目前已进入一所
巴黎的免学费公立大学，一年的生活费大

概7500欧元，如果在去年，折合人民币要7
万元左右，但若按近期的汇率给儿子兑欧
元，则需约6万元人民币，一下就节省了1
万元人民币。

旅游：
欧洲游淘奢侈品受热捧

除留学外，近期价格万元的“ 欧洲
游”也很是受追捧。某旅行社市场部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最近很多人去欧洲‘ 扫
货’，导致原本" 月初的发团计划，只能安
排到" 月底了。”而在当下的所有线路中，
最热的要属“ 法国—意大利—瑞士”三国
精髓游线路，“ 价格已比上月上涨了近千
元。”

该工作人员表示，欧元贬值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国内游客赴欧洲旅游的成本，特
别是在吃饭和住宿方面。“ 但出境游最大
的成本是机票费用，目前赴欧机票价格相
比去年倒是涨了不少，因此欧洲线路的整
体价格并未因欧元汇率下跌而出现明显
的下降。”

此外，该人士还透露，在当前报名出
游的市民中有不少都是为了购买奢侈品
去。“ 欧洲的奢侈品价格本身就比国内低
很多，6月份欧洲各国商场又都进入打折
季，再加上欧元贬值，现在去欧洲购物确
实非常划算。另外，欧洲各国还有5%—
25%不等的购物退税，和去年同期相比，目
前在欧洲购买奢侈品牌相当于6折。”

对此，市民汤小姐深有感触，她算了
一笔账：去年6月去欧洲时，1欧元兑换9.7
元人民币，当时她在德国买了一款奢侈品
皮包，花了600欧元，折合人民币为5820
元。而要是按现在最近的汇率算，现在再
去买这款包只需要4714元，一下就能省出
1200元。

本报讯 记者 徐可奇 备受关注的希
腊大选结果在昨日上午出炉，支持财政紧
缩措施的政党以微弱优势获胜，多数市场
人士认为，该选举结果将减轻金融市场对
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担忧。而作为大宗商品
的两大龙头，黄金和原油在走势上明显反
弹有望“ 龙抬头”。

黄金：
接下来看美联储动作

国外的黄金矿业服务公司 (GFMS)最
新公布的全球黄金对冲报告分析，今年一
季度生产商对冲交易量再度下滑8万盎
司，令对冲量下降至507万盎司。大部分企
业依然看多黄金前景，预估今年年底金价
将上涨。

中投期货分析师莫国刚表示，市场对
希腊大选的解读是正面的，黄金价格在经
过连续一周的缓慢上涨后等待新的消息
刺激。目前市场焦点是美联储的货币政
策决议，新的刺激政策将在6月21日的货
币决议中公布。从目前美国经济复苏的
趋势来看，相比来说要强于欧洲，但是隐
含的不确定性因素包括就业市场和房地
产市场。

对于黄金后市预期，莫国刚认为从资
本流动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债收益率自
2007年以来持续走低，美元资产的未来收
益偏低，部分资金暂时从美元资产流向黄
金市场。各国宽松预期并没有改变，通胀
基础尚存，所以黄金牛市基础健在。但是
短期黄金价格震荡为主，不具备上行动

力，前期多单可继续持有，止盈可放在60
日均线。

截至记者昨日18：00发稿时，美国纽
约商品交易所（ COMEX）的黄金期货主
力合约探底回升后报1624.7美元每盎司。

原油：
盘中创出一周新高

在希腊选举结果消除了投资者对希
腊退出欧元区的疑虑后，美国纽约商业交
易所（ NYMEX）原油期货主力合约在昨
日亚洲市场早盘创一周新高每桶85.6美
元，截至记者昨日18：00发稿时报报83.9美
元。

澳新银行(ANZ)分析师表示，希腊大
选投票的结果显示该国民众仍对援助措
施持支持态度，这一状况推动了油价重归
上涨。该机构预计NYMEX原油期货近期
将触及阻力位87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将
触及100美元附近，原油期货在未来几天
内将上涨5%。

在国际原油期价反弹的带领下，昨日
国内期市的能源化工品种涨幅居前，尤其
天然橡胶的涨幅居国内期市之首。一德期
货认为，希腊政局趋于稳定，市场对其突
然退出欧元区和违约的担忧减缓，且目
前经济仍然相对疲软，全球主要央行流
动性宽松预期增强。而且在基本面上，5
月汽车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产销增长分别
为3.19%和1.7%，同时现货价格止跌反弹
一定程度上支撑沪胶期价，建议短线适度
做多。

随着希腊议会选举初步统计结果的
出炉，欧洲和全世界都暂时松了一口气。
一段时间以来，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并将
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论调甚嚣尘上，但
随着支持紧缩与留在欧元区的希腊新民
主党获胜，左派政党联盟“ 要欧元，不要紧
缩”的主张处于下风。

造成这种冰火两重天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没有认清欧债危机的短期风险与长
远变革的关系。

欧债危机的短期风险是什么？欧债危
机已经持续两年多，各种问题次第出现，
短期风险是动态的。现阶段，自从希腊议
会选举第一轮组阁流产以来，左派政党联
盟异军突起，大有在议会选举第二轮拔得
头筹之势。一旦左派政党联盟上台，的确
有撕毁国际救助协议导致欧盟给 希 腊

“ 断粮” 直至希腊离开欧元区的风险。但
是，一些媒体夸大了这种风险，认定希腊
的离开意味着欧元区的崩溃，制造了市场
的恐慌。

看欧债危机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
政治账。欧元的流通对促进欧洲一体化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欧洲人不会轻言放弃。
当然，欧债危机表明，从长远来说，欧元机
制必须进行变革，这也是当下欧洲领导人
的共识。

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开出了一
系列“ 药方”，正是剑指长远变革。比如，
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推动南欧国家进行
社会经济变革的六点计划，最近提出将欧
洲货币联盟转变成一个全面的政治联盟，
欧盟也在酝酿建立银行业联盟等等，这些
都是着眼长远，同时兼顾财经纪律与经济
发展的有力举措。

问题是，这些战略安排的“ 疗效”是
渐进的，面对欧债危机出现的“ 急症”，并
不能一下子药到病除。换句话说，欧债危
机的短期风险与欧元区的长期变革之间
存在一个时间差。因此，如何着眼于长远
变革的同时兼顾临时措施，是对欧盟领导
人政治智慧的考验。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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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党领导人安东尼斯·萨马拉斯（ 前中）出席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