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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学经济

亚当理论

自2015年股票市场牛市以来，中国股市像坐了过
山车一样。近日有业内人士发文称，股市亏损其实是
常态，全世界有93%的散户没有在股市赚到钱。所以
聪明的投资人发现，与其学习各种分析股市的工具、
技巧，不如先摆正好自己的投资心态。其中市场技术
研究鼻祖亚当理论及其十大基本原则就是散户需要
学习的一个重点。而亚当理论的精髓是没有任何分析
工具可以绝对准确地推测市势的走向，毕竟每一套分
析工具都有其缺陷。
【亚当理论】
亚当理论有五大基本内容，1.任何技术分析都有
缺陷，都无法准确预测股市。2.凭技术指标就能预测
股市的话，掌握了RSI、SAR等技术指标工具的人就可
以毫不费力地成为百万富翁。但实际上，正是掌握了
RSI、SAR等技术指标工具的人，却往往在炒股中亏得
一塌糊涂。3.必须摒弃马后炮、主观的技术分析，炒股
就是要顺势而行，不可逆势而行。4.及时认错，坚决出
局。一旦判断失误，炒作方向错误，则应该认错改错，
坚决果断出局。 不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
度。自己不要和股市较劲。5.对资金要留有余额，全部
投入则没有周转的空间。

·观世界·

个人消费支出65%

政府消费及投资16%
个人投资总额16%

2017年美国GDP各项占比

“黑五”消费军能扛起美国经济吗
最长牛市的喜气还没持续多久，
美股大跌就成了笼罩在美国经济上
方的一片乌云，曾经的龙头科技股也
齐刷刷走入熊市。但感恩节过后，“ 黑
色星期五”、“ 网络星期一”就要接踵
而至，促销打折、提前开战，零售业正
为掀起一场人造的购物狂欢而积蓄
力量。当交易额按秒累计的时刻来
临，在美股转熊的关键路口，“ 黑五”
背后的消费大军是要扛起美国经济
的大旗了吗？
十字路口

欧盟

欧委会再次认定意大利预算草案违规
欧盟委员会21日再次认定意大利政府提出的
2019年预算草案财政赤字过高，违反欧盟规定，并指
出将对此启动惩戒程序。
欧委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当天表示，意大利
预算草案严重违反了欧盟规定，欧盟有理由启动惩罚
措施。
意大利政府10月曾向欧盟提交了预算草案。欧委
会认为这一草案财政赤字过高、严重违规。意大利政
府前不久提交的修改后的预算草案只有轻微改动，并
未在赤字问题上妥协。
意大利政府近期提出的预算草案里，设定明年的
财政赤字占GDP的2.4%，欧委会认为这一比例过高。
欧盟预测，意大利财政赤字2019年将达2.9%，2020年
达3.1%，超过欧盟规定的3%上限。
意大利政府认为需要扩大开支刺激经济，预算
“符合意大利和欧洲的利益”。但欧委会认为，意大利
预算草案严重偏离了降低赤字和削减债务水平的方
向，无助于经济增长。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总理
孔特表示，将于24日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会面，充
分探讨这个问题。
美国

亚马逊用户姓名和邮箱地址遭泄露
据美国财经媒体CNBC报道，周三亚马逊给用户
发邮件称，由于出现技术问题，导致一些用户的姓名
和邮件地址被泄露，不过目前该问题已被解决。周四
晚些时候，部分用户称他们已经收到亚马逊发送的邮
件提醒。在邮件中，亚马逊告知用户，他们无需更改账
户密码或采取任何其他的改正措施。
CNBC指出，有了名字和邮件地址，黑客仍然可以
借此重设用户账号，或利用邮件发起“钓鱼攻击”。
亚马逊信息泄露事件已多次出现过。在今年10
月，一名亚马逊员工因为私自将客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分享给第三方卖家而遭到解雇。好在用户的其他信息
未遭到影响，亚马逊方面也做了补救和应急措施。
由于此次信息泄露一事亚马逊方面并未公布信
息泄露的用户规模有多大，因而无法估计此事的严重
性。不过近两年此类事件频发，无论是电商平台，还是
快递企业、外卖平台、酒店等，都出现过类似的信息泄
露问题。因此，作为互联网企业更应建立健全信息保
护机制，加强各种技术监控，防止黑客入侵。同样公司
内部也应对员工加强信息安全方面的培训，防止内部
人员泄露用户信息，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商品和服务净出口3%

顽强如苹果也没能逃出美股大跌
的魔掌。受高盛下调目标价的推动，苹
果公司的股票于当地时间周二下跌了
4.8%，成为了自5月3日以来的最低收
盘点位，而该股收盘价较10月3日创下
的纪录高点232.07美元下跌了23.7%。
而苹果上一次的熊市始于2015年8月
21日，直到2016年8月9日才结束。在那
次低迷期间，该公司股价跌幅高达
32%。
作为第一个冲上万亿市值的公
司，苹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股领
头军科技股的动力，但不幸的是苹果
还是屈服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有
5只FAANG股票全部进入了熊市。
JanneyMontgomeryScott技术分析
师DanWantrobski表示，科技股尤其
是过去几年一直是“市场重要推动力”
的FAANG股票，领导力的丧失是美国
股市继续挣扎更广泛的原因之一。
但科技股的领跌似乎并没有影响
人们的消费欲望，面对即将到来的购
物狂欢日，零售商们似乎打了鸡血。美

F

预期水平。
其中消费者支出成为美国经济增
长的最主要动力，个人消费增长达到
了4%，成为201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而消费的提升又与美国目前的经济状
况息息相关。
不可否认的是，在特朗普担任总
统的两年时间里，美国经济一飞冲天
是事实。这位扛着贸易保护主义大旗
—保护
的总统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
蓝领基本盘，主张将经济增速放在首
要位置。就在感恩节前夕，当地时间11
月21日上午，特朗普还发布推特盛赞
油价下跌，将沙特降油价的做法比作
减税，还倡导油价要更低。
“至于消费方面，可以肯定的一点
是，从奥巴马时代美国经济就呈现出
了复苏的态势，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美
国人民贫富差距并未因数字复苏而缩
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布鲁金斯学会的
消费接棒
报告指出，美国最富有20%县的收入中
“我爱这里。我总是说我只买一件 位数，是最贫穷20%县的两倍，美国的
东西，结果我却买了不止一件。”接受 实体经济可能远滞后于数字表现出的
采访的美国消费者也变身剁手党。作 情况。”魏南枝指出。
为美国经济晴雨表的股市阴晴不定，
负债警钟
但消费又被即将到来的购物狂欢激上
美股已经敲响警钟，消费扛下大
了顶点，美国经济似乎走到了一个十
旗，看似保底的操作，但结果却并不一
字路口，美股转熊，“黑五”接棒。
美国零售联合会的数据预计， 定尽如人意。由于美国强大的医疗、养
2017年11月和12月，消费者在服装、珠 老、失业等保障体系为民众铸就了强
宝、玩具和书籍等各种商品上的支出 大的后盾，因此超前消费的现象屡见
高达6878.7亿美元。美国可能要再一次 不鲜，自然而然地，负债问题便越来越
展现自己强大的消费力了。上个月末， 明显。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上周五报告
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
季度美国经济年化增速达到了3.5%， 称，今年三季度，家庭负债总额连续第
超出彭博社经济学家调查得出的3.3% 17个季度增加至13.51万亿美元，较
国最大的实体零售商巨头沃尔玛不仅
将提前两小时开启“黑五”大甩卖，还
将免费派送400万杯咖啡和200万份圣
诞饼干点燃消费者热情。美国知名零
售商杰西潘尼甚至已经从15日起就将
许多商品的价格调到了最低点，有的
产品折扣甚至达到了4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
究员魏南枝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美国经
济的复苏主要体现为房地产的带动，
但实体经济并未出现实质性回归。而
科技股的受挫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科技公司
并未产生革命性创新，缺乏持续走高
的实际支撑；其次特朗普上台之后的
多项“美国优先”政策，从工作签证到
贸易政策等，与很多高科技公司的利
益存在冲突，因此这种下跌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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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和英国承诺建立“单一关税区域”

德国

德国总理默克尔21日在参加联邦议院政府预算
案一般性辩论时强调，德国要加强数字化建设。
默克尔在发言中表示，数字化给生活各个领域带
来深刻改变。时间很紧迫，德国正处于激烈国际竞争
中。面对挑战，德国要致力于使人处在数字化转型的
中心位置，避免让技术凌驾人类，要处理“数据道德准
则”问题。
默克尔说，人工智能是德国成功实现“工业4.0”
的重要前提，德国在这一领域需要赶超。德国的数字
化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尽如人意，但处在良性发展中。
德国计划到2019年底让98%的家庭能够接入高速互
联网，包括农村地区。
默克尔表示，要到2022年底建成一个数字化“公
民门户”网站，届时民众可登录这一网站，完成车辆登
记、育儿津贴申请、纳税申报等500多项日常事务。联
邦政府将从2019年起率先导入100项事务功能，其余
再由州和市镇地方政府不断完善。据德国联邦政府近
日公布的人工智能战略，德国计划在2025年前投资
30亿欧元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主要举措包括建设人工
智能中心、研发更贴近中小企业的新技术、扶持初创
企业及规划建设欧洲人工智能创新集群等。据新华社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杨月涵/文 李烝/制表

聚焦

21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抵达布鲁塞尔，试图就脱欧后的英欧关系与欧盟达成协议。 CFP/图

默克尔：德国要加强数字化建设

2013年二季度增长逾20%。虽然目前
家庭债务与个人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比
重为86.54%，远低于今年一季度时的
116.3%，当时美国经济刚刚进入了衰
退周期，但过高的负债终归不是一个
吉祥的信号。
今年5月，财经博客TheEconomicCollapse独立分析师、经济学
家迈克尔·斯奈德撰写文章称，除去抵
押贷款债务，到今年底，美国消费债务
预计将达到4万亿美元。美国贷款比较
网站LendingTree通过分析美联储关
于信用卡、汽车、个人和学生贷款等非
抵押贷款的数据，也认为美国人每年
收入的26%以上都要偿还这笔债务。
目前市场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
在美国国债上，现在这部分的价值是
21万亿美元，且还有上升趋势。但斯奈
德却警告称，“当你把我们社会中所有
形式的债务加在一起的时候，总债务
就可能接近70万亿美元了”。同时，他
也直言，“在美国历史上，我们从未见
过如此高的消费债务水平”。
魏南枝称，美国的负债可以从国
家和个人两个层面来看。在国家方面，
负债与其美元的霸权地位是有关联
的，即美元霸权地位决定其负债是有
利于美国本国经济运行的。至于个人
层面，个人负债与美国实体经济的大
量外移、中产阶级规模的缩小和贫富
差距的扩大都有一定关系，而个人负
债的扩大是不利于美国本土经济的发
展和可持续性的，简言之，美国最大的
问题就是消费能力会随着负债的扩大
而持续萎缩。

观察

在数字化零售浪潮的席卷下，一
向“高冷”的宜家再也坐不住了。当地
时间周三，宜家集团宣布，计划在未
来两年内裁减7500名员工，目的是为
了改善组织架构，以更扁平化的形式
提高内部沟通效率。如此的大手笔，
堪称这家瑞典家居巨头史上最大规
模的改革。不过，在线上线下日益融
合的今天，宜家的追赶看起来已经有
点落后了。
7500名员工，涵盖公关、人力资源
和行政等职位，占目前员工总数的约
5%，是宜家下定决心舍弃的部分。“我
们需要简化自己的组织方式。在过去
几年内，我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
了资源投资。坦率来说，在当前的公司
组织中，有多个部分都存在着重复工
作的现象。”宜家CEO杰斯珀·布罗丁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MargaritisSchinas
发布推文称，欧盟委员会在周四的会议上通
过了有关未来欧盟与英国之间关系的政治
宣言。推文称，“眼下有待于周日得到领导人
们的首肯”！
欧盟和英国协议草案显示，欧盟和英国
将致力于建立单一关税区域，双方承诺在关
税方面进行深入合作。欧盟将承认英国的
“独立贸易”政策。欧盟与英国预计将设立自
贸区，进行深度监管合作。随着时间推移，双
方关系的范围和深度可能发生变化。欧盟和
英国决定替换担保计划。
据路透社11月21日报道，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表示，24日她将再去一趟布鲁塞尔，力
争敲定英国脱欧协议的主要框架。特雷莎·
梅在21日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会谈了约
一个半小时，希望获得欧盟承诺，以帮助她
消除国内反对派对她的英国脱欧协议草案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产生的阻力。

计划裁员 宜家转身第一步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
除旧迎新是宜家的目的。除了目
前拥有的367家连锁店，宜家在声明中
还表示，计划在全球众多城市新开30
家小型门店，并投资物流配送和数字
化，并预测未来两年内将创造1.15万个
新工作岗位。
在风云变幻的消费市场，宜家曾
经的态度是抗拒。2008年，电商业务首
次被宜家提上议程，但在82岁的创始
人英格瓦·坎普拉德看来，电商买卖会
减少来店的客人，会导致宜家失去一
些额外生意，因而驳回了运营电商的
提议。就在同一年，天猫刚作为淘宝的
一部分被推出。十年后，天猫“双11”一
天的交易额达到了2135亿元人民币。
宜家上一次大幅裁员，是十年前
金融危机时。这次的“大手笔”于宜家，

是无奈又必然的选择。此起彼伏的新
兴消费观念，吞噬着传统的实体零售
商。包括西尔斯百货、梅西百货等在内
的大型百货公司，陷入囹圄。10月22
日，拥有120多年历史的美国百货公
司——
—西尔斯集团正式申请破产。
虽然截至目前，宜家并未受到来
自新零售较大的冲击，但这个75岁高
龄的家具巨人依然意识到了适时转身
的重要性。裁员只是转身步骤中的一
环，宜家集团目前正处在一个过渡期
中，致力于改进其数字、交付及其他服
务，并正在测试新模式的连锁店。
曾经和电商互不“干扰”的宜家，
在10月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宜家
中国将网购范围扩展至149个城市。这
个数字，恰是其20年前进入中国时设
定的覆盖范围；11月1日，宜家将在中

国的第二家提货中心，改头换面为体
验中心。这个占地面积仅有宜家普通
卖场1/10的小店，象征着宜家“全新时
代”的开始。
宜家最近的业绩也预示着这艘大
船“掉头”的决心。宜家8月公布的2018
财年报告显示，本财年实现经营利润
30亿欧元，同比减少了约15亿欧元，部
分原因就是发展全渠道业务、扩张零
售网络。
转换观念的同时，宜家也看到了
新兴市场的潜力。11月20日，宜家宣
布，将在菲律宾建造目前为止最大的
宜家门店，预计2020年开业，进驻地点
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博彩区，那
里每个综合赌场度假村的价值都在10
亿美元左右。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