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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美元亞洲新興市場誰最脆弱？
跌
二零一六年全年，亞洲新興市場貨幣兌美元有升有
▼
資料圖片

2016年以來，美元指數升逾103的水平，而在1997年中亞洲金融風
暴爆發前夕，美元指數恰好也接近該水平。2016年全年，亞洲新興市場
貨幣兌美元有升有跌，如台灣、印尼、泰國和韓國貨幣兌美元錄得小幅升
值，而新加坡、印度、馬來西亞和菲律賓貨幣兌美元則錄得溫和貶值。

人 民 幣 觀察 ＞＞＞
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 戴道華

從匯率的絕對水平來看，可分兩組，一
組是有關貨幣現時的匯率水平強於亞洲金融
風暴最弱時水平，這一組包括韓國圜、新加
坡元、泰銖、印尼盾和新台幣，其中前三者
甚至是顯著強於當時最低水平。另一組是有
關貨幣現時的匯率水平弱於或接近亞洲金融
風暴最弱時水平，包括菲律賓披索、馬來西
亞令吉（簡稱馬幣）和印度盧比，其中披索
已弱於亞洲金融風暴時的低位，惟距離其
2004年創下的歷史低位仍有距離，馬幣則正
在逼近當時的低位，而盧比則早已大幅低於
當時最低水平，現正逼近其2013年創下的歷
史低位。要評估潛在風險，也先從這三個經
濟體做起。
菲律賓披索其實是2016年亞洲貨幣當中
兌美元貶值幅度次高的貨幣，僅次於人民幣
，惟其貶幅溫和，為6%多一點，該表現與
菲律賓2016年首三季經濟增長分別為6.8%、
7.0%和7.1%，在亞洲新興市場只略低於印度
有點矛盾。究其原因，相信主要與其新總統
的言論和政策的不確定性有關，並非是菲律
賓經濟出了問題。菲律賓的經濟基本因素其
實不差，高增長之餘低通脹（CPI最新為
2.3%）；政府財政呈赤字，惟幅度溫和，相
當於GDP的2.0%；政府負債相當於GDP的
比率僅略高於四成；經常帳呈盈餘，為
GDP的2.6%；整體外債相當於GDP的比率
為26%，遠低於亞洲金融風暴前高逾七成的
水平；外匯儲備最新為762億美元，十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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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最低水平，3.8倍於所有短期外幣負
債。據此，有理由相信強美元下菲律賓的風
險度並不高。
馬幣兌美元匯率雖然目前仍稍強於亞洲
金融風暴時的低位，惟距離不遠，另外近月
它貶至自亞洲金融風暴以來的新低，馬來西
亞央行遂採取措施禁止非居民參與馬幣
NDF的交易，在自2005年以來實施的有管
理浮動匯率下重推資本管制，手法開始向當
年的做法傾斜。
馬來西亞2016年首三季的經濟增長率分
別為4.2%、4.0%和4.3%，進入了增長慢軌，
惟其通脹也不高，最新只有1.4%；政府財政
依然呈赤字，赤字率偏高，相當於GDP的
3.1%，政府總負債相當於GDP的比率為56%
，並不算高；其經常帳也呈盈餘，盈餘相當
於GDP的2.3%；在強美元下馬來西亞最大
的隱憂相信來自它的外債，其總外債相當於
GDP的64%，是亞洲新興市場中最高的，就
算是在亞洲金融風暴前夕也屬偏高水平，相
信這與近年來全球流動性氾濫有關，加上在
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馬來西亞是唯一採取
全面資本管制作為主要反危機手段的經濟體
，之後的匯率制度也非自由浮動，那麼，對
外去槓桿的壓力就減輕了。所幸的是目前馬
來西亞擁有943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遠高於
當時188億美元的最低水平，因此，相信還
有迴旋的空間。
印度盧比兌美元匯率的目前水平，較亞

洲金融風暴期間最低水平還要低逾六成，且
接近再創新低。印度弱貨幣和亞洲新興市場
最高的增長率（最新為7.3%）是一個獨特的
組合。印度經濟一向以來有雙赤問題，經常
帳 赤 字 為 GDP 的 2.0% ， 財 政 赤 字 則 超 過
GDP的4.0%，相信這是盧比疲弱的主因。
但是，印度持續的高增長可以吸引資金流入
，起到緩衝作用。
另外，印度政府負債少，中央政府債務
不 到 GDP 的 三 分 之 一 ， 外 債 總 額 也 只 是
GDP的37%，因此，強美元下盧比匯率貶值
相信不會導致債務危機。印度的外匯儲備有
3413億美元，為亞洲第六大，與市場化匯率
結合在一起可以抗衡較大的衝擊。
相比起印度盧比，泰銖和印尼盾兌美元
匯率現水平較亞洲金融風暴低位強了不少，
尤其是泰銖，然而這兩個經濟體也各有其隱
憂，值得留意。泰國是亞洲金融風暴的風眼
所在，棄守匯率後貨幣危機、債務危機、經
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席捲而來，但時至今日，
泰國經濟已不可與當年同日而語。泰銖走浮
動匯率，本身就是很好的調節器，泰國的外
匯儲備現有1719億美元，遠超亞洲金融風暴

最嚴重時只剩下244億美元的水平。
不僅如此，泰國目前的外債水平低至
GDP的32%，且一反當年持續經常帳赤字的
常 態 ， 2016 年 其 經 常 帳 盈 餘 預 料 會 高 逾
GDP的7%。其中央政府財政呈赤字，惟赤
字只相當於GDP的2.4%，公營機構債務相
當於GDP的比率也只有44%。
泰國的經濟增長並不算快，2016年全年
預計在3%左右，但強美元下翻版亞洲金融
風暴的外部風險相信較低。不過，泰國內部
其家庭負債相當於GDP的71%，屬於偏高水
平，強美元下資金流走雖然不至於釀成外
部危機，但就可能加劇內部去槓桿的壓力
和痛苦。
印尼的經濟增長2016年首三季分別為
4.9%、5.2%和5.0%，位列亞洲新興市場較快
之列。印尼有雙赤字問題，惟程度溫和，財
赤相當於GDP的2.8%，經常帳赤字相當於
GDP的2.5%。印尼的政府負債不到GDP的
三成，公私營外債總額也只相當於GDP的
37%，印尼目前的外匯儲備水平有1092億美
元，也大幅高於亞洲金融風暴時150億美元
的最低水平。據此，強美元對印尼的影響也

應該在可控範圍之內。
亞洲金融風暴可以說是一場完美風暴，
強美元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沒有
亞洲各國長年失衡的匯率、失衡的經常帳和
外債，它發生的機會就會遞減。現時強美元
再現，但金融危機卻缺乏失衡的匯率、經常
帳和外債等土壤。
10年期國債收益率目前以印尼的7.95%
為最高，印度的6.2%為次高，馬來西亞、和
菲律賓則介乎4.2%至4.6%之間，泰國更低至
2.7%。五年期主權債務CDS則以印尼的173
點最高。這些都非存在重大危機隱患的指標。
最後，汲取了當年的教訓，亞洲新興市
場在過去19年來除了控制外債、匯率浮動、
累積可觀的外匯儲備以外，當年危機爆發後
，各國只有向IMF求助一途。未來如果出現
異常情形，這一援助途徑仍然存在，此外東
盟十國加中日韓（10+3）在清邁協議框架
下達成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就令各成員國
可以互助和聯合防禦金融危機，不必再單打
獨鬥。該機制建立以來並沒有使用的必要，
但其存在已是防危機、反危機最有利的武器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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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的生意經

在內地院線市場空間小，絕大多數
虧本，但賈樟柯的藝術片卻部部盈
利。六年前在三亞遇見他，他聊起
他執導的紀錄片《海上傳奇》的盈
利模式，平實、從容、不丟姿態，
至今難忘。當年，該片最大客戶是
交通銀行，在上海世博會期間公映
，影響巨大。他執導的故事片的國
際銷售甚至遍及非洲市場，哪怕收
入不多，也把電影傳播到有知音的
地方。華語藝術片的國際銷售網絡
，也成為他扶持新導演的基石之一。

大堂一幕
每天上班經
港鐵大堂，總會
看到一對年邁夫
婦，帶着一個三
飲茶集 四歲小女孩，站
在閘口和一位年輕女士道別。
看上去老夫婦像是那女士的父
母，而他們帶着的小女孩，應該是
那女士的孩子。
每天他們都會站在閘口說一陣
話，然後依依不捨地道別，小女孩
兩手攀着母親脖子，還要親吻一下
才算完成當天儀式。
這真是一個充滿親情的家庭，
只是不知道小女孩的父親在哪裏。
每天把孩子帶到車站，等母親

斯

上班去了，還要再帶她回家，兩個
老人也要花不少氣力。而且，多數
人都會將與孩子道別放在自己家門
口，很少人會特地來到港鐵站道別。
差別只在讓孩子送了一段路程
，陪母親上班去。一家人在路上可
以說說話，指認車輛和花樹。孩子
走得慢，母親便要提早出門口。一
路上都是匆匆趕路的市民，孩子看
到大人們的世界，知道母親的辛苦。
在人人趕頭趕命的都市清晨，
看到港鐵大堂這一幕，心有一點軟。
比起那些每天將孩子趕去各種
補習班的父母，我覺得這個小母親
真有點不同─你要什麼你就做什
麼，你做什麼就得到什麼。

回歸二十年
新的一年又
開始。每年這時
文藝
候，都會感到一
中年
股新的朝氣湧現
。今年更加特別
，香港回歸二十年了，這段日子不
長也不短，二十歲的年輕人必具衝
勁，但偶爾亦會幼稚。對於中年人
來說，年輕時代的二十年已是一種
歷史，既值得緬懷，亦需要檢討。
對我而言，最關心的是社會生
活和文化藝術的演變和發展。猶記
得回歸之前，電視台有些娛樂節目
便以環境轉變作為笑料，例如皇后

人

輕

羽

大道，甚至彌敦道，這些具有殖民
地色彩的街道，回歸後便需要改名
為解放路、人民路……當然，事實
證明這都是當年娛樂圈的戲謔，直
到現在，香港的環境仍然保持如昔。
說要變的，也實在有變。單是
過去十多年，香港的交通已經改善
不少。以往在馬路上的大塞車已不
多見，單是鐵路網絡便日趨發達，
從前只是港島線、觀塘線和荃灣線
，這十多年間，鐵路已能達將軍澳
、西環、烏溪沙，甚至香港仔。香
港大部分工商區域，都已有公共運
輸工具可達。港鐵的路線圖，越來

陌路人

我的書法
父親是書
法家，我自己
卻沒有學寫字
。到了晚年，
卻忽然拿起毛
筆來。起初手
發抖，經兩個月左右練習，已經穩
定。
這麼遲才從事一種藝術學習，
如果從基礎學起，恐怕難有成就，
抄近路有其需要。於是把自己寫箱

南墻集

上月，賈
樟柯導演的《
山河故人》橫
掃美國各大名
雁南飛 刊，被美國影
評人與傳媒入選為二○一六年度十
大佳片，成為去年在美國有影響力
的外語片之一。倘若內地報名該片
競爭奧斯卡，無疑是最佳外語片的
有力選手。
出生於一九七○年的賈樟柯是
中國藝術電影的領軍人物，藝術片

楊勁松

近年，賈樟柯陸續監製的《忘
了去懂你》等新導演作品，先後入
圍柏林電影節等影展，這種有效的
助力，體現了他的視野與胸懷。上
月他剛接棒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新導
演 「青葱培訓計劃」主席，在香港
偶遇他，他還在為宋方等新導演的
藝術片計劃洽談投資。他介紹新導
演時，娓娓道來其優勢，清晰平和
。為新人做嫁衣，或是賈樟柯最大
的生意。不管藝術與產業，都需要
新創作進入推動，方能發展。賈樟
柯也曾少年青衫、一路辛酸，所以
他更懂得新導演之不易與珍貴。

張

越接近東京地鐵的 「八陣圖」，四
通八達，路路暢通。
香港見到藍天的日子亦多了。
從前灰蒙蒙的天空，憑着當局積極
監察和改善，晴朗的天氣日漸增加
，令人身心也覺愉快。
然而，有些事物仍然未變，其
實更需要加快改變。在文化藝術的
發展方面，西九文化區的進度實在
未能讓我輩文化工作者滿意。那邊
廂的東九文化中心，極可能 「後發
先至」，未來兩三年便會落成。總
之，回歸已經二十年，有些事情應
要變得更美好。

濃

頭筆的經驗，融進書法中去，要盡
快建立自己風格。如今已初步形成。
基本上是宋體，就像宋版書或
中文報章標題用字。橫平豎直，橫
細直粗。但此體易流於板滯，要加
以變化。便參考隸書的裝字結構，
而捨棄其橫畫之特點。
又在字體大小上加以變化，同
一頁大小變化顯著。同一行也或偏
左或偏右，但保持所謂行氣。
這些變化都照顧字的互相揖讓

，互相配合，情意相通。又追求一
種樸拙的風格，這是高齡自學者不
難做到的。能樸拙就不會流於浮滑
俗熟，父親稱之為 「帳房先生」字
體。
最終還要使所有的字成為一個
整體，給人和諧統一之美。
自覺在短時間內有這樣成績，
殊堪告慰。但在筆力上還是要不停
增進的。
藝術學習總是起初進展較快，
然後就緩慢下來。不少人因此停步
。我會繼續改進，找尋突破。希望
有這樣的毅力。

紐約時報廣場

泠

每次回國，無論乘出租車、火車還是飛機，
我都喜歡與陌生人聊聊天，對別人的生活及他們
對當前社會的理解充滿好奇——當然在尊重隱私
、對方也願意談話的前提下。發現如今中國飛機
鏡屋
和高鐵上陌生人已經不大說話了，多數都一副防
範森嚴、目不斜視的凜然樣子，獨自睡覺或看電腦。無形的牆築滿
、分隔着公共空間，人情味在嚴酷的資本主義情態下成為奢侈。
從前的綠皮火車上，陌生人會一起聊天、唱歌、打牌、分享食
物，當然也有浪漫交往的可能（詩人顧城與謝燁就是在上海到北京
的火車上相識的，如果不考慮後來的悲劇，這是個浪漫的起始）。
當然，那時一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更強調集體性，二是居住條件有
限，人們更習慣於分享公共甚至私人空間，甚或對 「私人空間」這
個外來後發的、與物質條件改善、私有化和個人主義意識強化相關
的概念認識模糊。
當速度緩慢、條件簡陋甚或艱苦但包容性強、充滿善意的 「綠
皮火車」文化逐漸成為過去，人們在高速行進、整潔清冷的高鐵車
廂迴避彼此的目光，陌生人很少再有途中偶遇、結識而交往的可能
性，甚或萍水相逢的對話。賈樟柯電影《山河故人》中有一個細節
：趙濤飾演的母親帶已逐漸疏遠的兒子乘綠皮火車，送他回到上海
的父親身邊。兒子問： 「為什麼不坐高鐵或飛機？」母親說： 「火
車慢，媽媽想跟你多待點時間。」

阿

話說紐約時報
廣場，這個名字其
實挺容易給人錯覺
雲蹤 的，以為是一個空
間廣闊的廣場，廣
場在傳統城市裏是一個平坦的廣闊的
露天空間，供民眾聚集。歐洲很多那
樣的廣場，有的當中有噴水池，有的
可以在那裏餵聚集的鴿子，一轉身可
以欣賞廣場周邊不同風格的建築……
第一次到紐約時報廣場，有點不
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二十多年前了
，不算太寬敞的街道，兩邊都有高高
的建築，但是根本沒有廣場啊！沒有
太大的空間，更沒有噴水池，也沒有
鴿子。怎麼就叫時報廣場了呢？
據悉，時報廣場的名稱來源於上
個世紀初，時代雜誌在曼哈頓第四十

光陰似
箭、日月如
梭、流年似
人與
水、白駒過
歲月
隙……驚嘆
時日飛逝的
成語隨手可拈，但都道不出刻骨的
那份驚心！
香港有個為人熟悉的電視台，
每年都會舉辦一次選美活動。每當
熟悉的主題音樂一響，就會有許多
人驚呼： 「又來了！」老年人說又
老了一年，中年人說又勞碌了一年
，孩子們和年輕人說又長大了一年

又是一年
……我卻愛說，生命又減去了一年
。時間就在人們的忙碌、糾結、收
穫和失落中不動聲色地一天天、一
月月、一年年地過去，歷史便這樣
集結，歲月便這樣積澱。
歲月依託人、人的行為、人心
的活動才有意義，否則它就只是一
個年月的概念。
年輕時受過前蘇聯著名作家愛
倫堡一本書的影響，他用敏銳的眼
光和深刻的感悟寫出了同時代人的
經歷與反思，書名叫《人、歲月、
生活》。它啟導了包括我在內的許
多人對人生和歲月的敬畏。本專欄

海

雲

三街扎根。如今的時報廣場就在第四
十二街與百老匯和第七大道交匯的三
角地帶，時代雜誌一直駐守在那裏，
但是後來這一帶彙集了餐廳、商店、
眾多的百老匯劇院，成了美國文化的
中心。
在這個世紀初，隨着高科技的發
展，三角地帶的高樓上逐漸布滿了電
子熒屏，美女帥哥光影綽綽，納斯達
克指數的大屏幕更是成了最亮麗的一
道風景線，黑夜的時報廣場，霓虹熒
屏發出的光亮，使得曼哈頓真正成了
不夜城。
也是從上個世紀起，在時報廣場
守歲迎新年，成了很多人的夢想，寒
夜裏，等着新年來到，看着大屏幕倒
計時，等着水晶球在高樓間緩緩落下
，齊聲歡呼新的一年的來臨。

凡

心

幾經斟酌而後命名，是對青春的致
敬，也延續了對人與歲月的一份尊
重。
這些年算是跑過中外一些地方
。過去一年，更扔下了手上的工作
，放空了自己去浪遊四方。
朋友們問到身在何處，總答：
在路上。穿越過東西南北，看過了
春夏秋冬，希望文字能留住人與歲
月的痕跡。這也是我選擇文字寫作
的初心。
讓我們相信用文字記錄的新一
年歲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