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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学经济

选美理论

11月15日零点过后，比特币在多个交易平台均跌
破6000美元，创下近一年来新低。根据Bitstamp平台
实时数据，截至15日14点，各交易平台的比特币价格
基本维持在5700美元左右，单日跌幅均超过12个百分
点，较15日早9点约8%的降幅已扩大近4个百分点。此
前就有业内学者对“凯恩斯选美比赛”能否趋于稳定
表示怀疑，他不相信比特币的价格在“泡沫不会完全
破裂，因为一旦新买家的速度放缓，波动性就会降低，
价格也会企稳”这个理论上站得住脚。
【选美理论】
“选美理论”是凯恩斯在研究不确定性时提出的，
他认为金融投资如同选美。在有众多美女参加的选美
比赛中，如果猜中了谁能够得冠军，你就可以得到大
奖。你应该怎么猜？凯恩斯先生告诉你，别猜你认为最
漂亮的美女能够拿冠军，而应该猜大家会选哪个美女
做冠军。这诀窍就是要猜准大家的选美倾向和投票行
为。再回到金融市场投资问题上，不论是炒股票、炒期
货，还是买基金、买债券，不要去买自己认为能够赚钱
的金融品种， 而是要买大家普遍认为能够赚钱的品
种，哪怕那个品种根本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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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新：APEC的神秘东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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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巴布亚新几
内亚这个国名充满陌生。若不是第26
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
17日-18日在该国首都莫尔兹比港举
行，不少人还将它和几内亚、赤道几内
亚等国一起放在非洲国家之列。而今
峰会在即，这个隐没在南太平洋热带
森林中的岛国，将在世界的聚光灯下
展现它神秘而矛盾的面容。
神秘

当地时间11月15日，英国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
克·拉布发布推特宣布已经辞职。他说自己“良心上无
法支持”英国脱欧协议草案。
在推特上，拉布写道：“出于以下两个原因，我无
法支持英国脱欧协议草案。其一，我认为北爱尔兰提
出的监管制度对国家的完整性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其
二，我不能支持一个模糊的、可能引起欧盟反对脱欧
的后备方案。”
拉布说，他无法使草案条款符合上次选举时对公
众许下的承诺，“本质上，这是一个公信力的问题”。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消息，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在当地时间周三（14日）晚间宣布，在经过5个小时
的会议后，她已获得了内阁的支持。但有几位部长表
示反对。保守党后座议员中也有人提议对首相进行不
信任投票。
拉布于今年7月接替辞职的上届脱欧大臣戴维·
戴维斯。据新华社消息，拉布于今年7月19日在比利时
布鲁塞尔说，相信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英国
2016年经由公投决定“脱欧”，定于2019年3月29日正
式离开欧盟。

尽管是大洋洲第二大国，地理区
位也不算偏僻，但除了频繁的地震消
息传出，这个国家的存在感稀薄。连巴
新总理奥尼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
言，成为APEC成员已经20多年了，但
是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巴新还是一个
神秘的存在。
在人们有限的认知里，很难将
APEC峰会这一高级别国际会议与巴
新联系在一起。而这一次，随着占全球
GDP近六成的21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
齐聚莫尔兹比港，巴新将走向世界舞
台。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许利平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由于APEC峰会采用成员
国轮流举办的方式，从1993年开始举
办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前曾轮到过
巴新。“ 以前巴新国内条件不成熟，此
次接任东道主，一方面体现出APEC对
太平洋岛国的重视性，南太平洋地区
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巴
新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近年来巴新
国内政局比较稳定，这也为峰会的举

欧盟

美若加征汽车关税将遭欧盟反制
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14日在华盛顿表示，
若美国对从欧盟进口的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将予以反
制，并正在为此进行切实准备。
马尔姆斯特伦当天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举
行会谈后对媒体表示，如果美国对欧盟成员国输美汽
车加征关税，欧盟将针对一系列美国商品进行反制，
欧盟正在准备一份用于加征报复性关税的目标商品
清单。马尔姆斯特伦此次赴美是为商讨欧美贸易协议
问题。她表示，由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需要完成与
美国国会的磋商程序，欧盟需要得到成员国的谈判授
权，因此双方谈判细节要到2019年年初才能确定。
美国媒体13日报道，美国政府尚未准备对进口汽
车采取加征关税行动，目前仍需对美国商务部提交的
有关进口汽车的“232调查”报告草案进行修改。美国
商务部今年5月以国家安全为由启动对进口汽车及零
配件的“232调查”，并威胁加征关税。此举遭到欧盟、
日本、加拿大等贸易伙伴的广泛批评。
美国汽车制造商联盟日前表示，美国加征进口汽
车关税会破坏更新后的北美自贸协定的潜在效果，还
会对美国经济构成重大威胁并可能导致美国失去多
达70万个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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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创造了好的内部环境。”
数据显示，巴新经济已经连续15
年实现正增长，在2011年GDP增速曾
突破10%，成为当年全球经济增长第6
快的经济体。为筹备此次峰会，巴新政
府对首都多处道路进行改建升级。“政
府大道”和“机场快速路”将作为峰会
期间巴新政府迎宾大道及各国政府代
表团进出莫尔兹比港的主干道使用。

变局出现在21世纪。近年来，巴新
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先后制订了
《2011-2015年 中 期 发 展 规 划 》、
《2010-2030年发展规划》、《2050年远
景规划》等发展战略规划，为巴新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策环
境。同时，随着该国勘探出数个世界级
油气田，吸引国际资本蜂拥而至，推动
巴新经济飞速成长。经济向好之际，巴
新外交日趋表现活跃。在举办此次峰
往事
会前，巴新就曾承办过第46届太平洋
巴新政府对承办APEC峰会的渴 岛国论坛会议、第八届非加太集团峰
望溢于言表。在奥尼尔看来，举办峰会 会等多场国际会议。
将使巴新获得展现文化和投资贸易机
“天堂”
会的独特历史机遇。据英国《卫报》报
正如国徽上绣着的国鸟——
—天堂
道，许多巴新政府官员的话更为直率，
“人们都以为我们是非洲国家，我们想 鸟的名字，物产丰盛的巴新在某种程
要‘回到’地图应有的位置上”。
度上可以称之为人类的伊甸园。丰沛
巴新也曾一度成为世界焦点。这 的热带雨量加上肥沃的火山灰土壤，
要追溯到巴新独立之前的二战时期。 使当地的作物不需要精心打理，就能
1942-1945年的新几内亚战役是太平 获得丰收。同时，240万平方公里的捕
洋战争的关键性转折之一。困守在巴 鱼区为该国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
新诸岛的日本部队，交通补给线被美 其中金枪鱼资源占世界储量的1/5。而
澳盟军切断，雨林气候导致的疾病使 新几内亚岛的内陆地区不仅有茂密的
日军雪上加霜，最终一败涂地，其在太 热带森林，还深埋着各类工业发展所
必须的金属矿产。
平洋上的野心也彻底破灭。
然而，资源虽多，开采利用却非常
不过，战后的巴新并未迎来发展。
1975年，巴新摆脱澳大利亚控制，成为 有限。巴新的农业人口占到85%，农业
独立国家，并加入英联邦。但囿于长期 产值占GDP近三成，但多为初加工产
落后的现状，国内发展十分缓慢，经济 品。以巴新知名的咖啡为例，受加工条
增长乏力，许多建设都有赖于澳大利 件限制，目前年产量仅7万吨。而矿产、
亚的直接援助。据统计，迄今为止，澳 森林资源也多在内陆地区，目前巴新
大利亚所实施的一系列援助项目的总 没有铁路运输，公路总长也仅3万公
里，各地交通多靠水运、航空。
金额超过150亿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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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肖涌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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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和党选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美国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14日表示，美联
储货币政策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美联储将继续致力
于推进美国经济增长，同时保持失业率和通胀率处于
低位。鲍威尔当天在达拉斯联储会议上对美国经济表
示乐观，认为美国经济运行良好。他还表示，美联储的
货币政策对此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他指出美国经
济前景面临多重风险，包括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
美国减税等财政刺激措施效果减弱等。
今年以来，美联储已加息三次，分析人士普遍预
计美联储将在12月的货币政策例会上第四次加息。随
着加息稳步进行，美国金融环境正在收紧，包括房地
产市场在内的部分领域已经感受到加息带来的压力。
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将认真评估加息节奏对金融
市场、经济和商业活动带来的影响，以延续美国经济
增长势头，同时保持失业率和通胀率处于低位。
美联储在11月的货币政策例会上宣布将联邦
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2%-2.25%的水平不变，
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10日言辞
激烈地批评美联储货币政策过紧，并说美联储已经
“疯了”。特朗普此举引发外界对总统干预美联储独
据新华社
立性的担忧。

这导致坐拥地利的巴新至今仍是
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2018年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显示，
巴新在189个国家中列第153位，37%
的巴新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日均1.25
美元）以下。
许利平指出，巴新国内基础设施
落后，资源优势难转化成经济发展动
力。受此限制，近两年，随着国际能源
市场价格下跌，巴新经济增速重现颓
势，政府财政困难增多，2017年的经济
增速仅为2.2%。
巴新APEC会议事务部长特卡琴
科在谈及举办此次峰会的困难之处时
也不讳言。他表示，莫尔兹比港现有酒
店仅能容纳2500人，而峰会期间将有
超过8000名与会代表、媒体记者及工
作人员前来住宿。为此，巴新政府已租
用三艘大型邮轮停泊在莫尔兹比港码
头，预计可解决约6000人的住宿问题。
不过，对巴新而言，APEC峰会既
是挑战也是机遇。特卡琴科说，APEC
将为巴新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便利
条件，许多外国企业因此能够更加顺
利地进入巴新开展业务。今年6月，中
国与巴新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
忘录。巴新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农
业、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也进入新阶段。
巴新旅游推广局局长杰瑞·阿古斯表
示，目前专门为中国游客服务的落地
签证已经推出，今后还将陆续推出安
保、免税等系列措施。

聚焦

14日，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凯文·麦卡锡（前）在记者会上讲话。 新华社/图

鲍威尔：美联储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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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就像时尚界的不老神话，兜
兜转转总会回来的，而这样的直接结
果就是让牛仔品牌有了重生的机会。
北京时间15日，据CNBC报道称，拥有
145年历史的牛仔裤品牌李维斯，其母
公司LeviStrauss&Co（以下简称“李
维斯”）正计划进行IPO。私有化的第34
年，牛仔裤“大魔王”重整旗鼓，再次备
战IPO。这一次，它准备好了吗？
报道称，知情人士说，李维斯计划
筹集6亿-8亿美元资金，目标是2019年
一季度上市，该公司的上市计划是估
值在50亿美元以上。而这家总部位于
旧金山的公司已委托高盛和摩根大通
来管理这笔交易，不过发行的时间和
规模可能会发生变化。
不久前的一份财报就像为李维斯
打的一个“前站”。今年10月中旬，李维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14日选举现多
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为新一届国会众议院
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当天以159票支持、43票
反对的结果当选新一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现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当选
新一届众议院少数党党鞭。
在刚过去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失去众
议院多数席位，从多数党变为少数党，因此
失去众议院议长职位，且领导层职务名称由
当前多数党领袖、党鞭相应变为少数党领
袖、党鞭。
根据规则，少数党领袖只需要党内议员
进行选举，而众议院议长则需要众议院全体
议员进行表决，一般从多数党领导层中产
生，现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是
新一届众议院议长呼声最高人选。国会参议
院两党议员当天也选出各自党内领袖，现任
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少数党领袖舒默均
据新华社
得以连任。

牛仔裤鼻祖李维斯再战IPO
斯发布的三季度关键财务数据显示，
公司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两位数的
销售增长。2018财年全年，李维斯的销
售额预计将突破50亿美元。值得注意
的是，这将是李维斯自1999年之后，销
售额首次恢复到这一水平。
李维斯用了20年才从泥泞不堪的
业绩中挣扎出来。事实上，李维斯早在
1971年就曾上市，成为当时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IPO之一。然而好景不长，
上市之后公司利润和股价双双滑坡，
创始人施特劳斯的后代在1984年以17
亿美元的杠杆收购将公司私有化。
1996年，他们又进行了一次收购，从员
工和外部投资者手中收购股票，巩固
了施特劳斯后代的公司所有权。
不可否认的是，1996年的李维斯
无人能敌，当年它的销售额达到了70

亿美元。但在那之后，李维斯销量便一
路下滑。卡尔文·克莱恩、范思哲等奢
侈品牌开始“放低身段”拥抱牛仔，以
本土创意和平价为特色的新生代牛仔
品牌AbleJeans和马克华菲等也纷纷
涌现。到了2000年，Levis在牛仔裤市
场的占有率已从31%下降到14%。竞争
的影响并未随时间的推进而消散，相
反已经有同行敲响了警钟，2010年以
英伦摇滚风格闻名于世的牛仔裤品牌
LeeCooper在法国申请破产。
兴许是老对手的结局让李维斯感
受到了危机。在经历了近20年的低迷
后，CEOChipBergh的上任让李维斯
找到了春天的方向。当时，Bergh对李
维斯作出了战略上的重大调整，2014
年启动业务重组及成本削减计划，其
中第一阶段就是在12-18个月内裁减

约800个非零售及制造职位。此外整改
计划还包括专注于核心业务，并逐步
拓展李维斯零售网络等内容。截止到
今年三季度，李维斯的门店数量已达
768家，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5家。
改革大刀阔斧，但并不意味着前
路一帆风顺。2014年5月，Levis 501牛
仔裤迎来了它第141个生日，但很不幸
的是，这个品牌已经不在大多数年轻
人 的购 物 单 上 了 。 品 牌 顾 问 公 司
BrandIndex当时的一项调查发现，在
美国，18-34岁这个年龄段的消费者对
Levis的购买欲在不断下降，50岁以上
的消费者已经成为其最大的购买人
群。如何吸引拥有强盛购买力的年轻
人已经成为李维斯下一阶段不得不解
决的一个大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杨月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