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9日，一
名男子在土耳其伊
斯坦布尔的加拉塔
桥附近弹吉他。

土耳其国家
统计局 1月 29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
受新冠疫情影响，
土耳其2020年旅
游收入较上年减
少近三分之二。

新华社/美联

土耳其2020年旅游收入减少近三分之二

法国：训练嗅探犬探测新冠病毒

1月29日，嗅
探犬在法国利布
尔讷接受识别新
冠病毒的训练。

路透社援引
研究数据报道，经
过训练的狗识别
新冠病毒感染者
的 准 确 率 可 达
85%以上。

新华社/法新

近日，美国股市多只“明星”廉价
股票价格在散户投资者与对冲基金的
博弈中剧烈波动。虽然此轮遭遇“逼
空”的个股均为股价相对低廉的小盘
股，但却折射出在流动性充裕的背景
下美股疯狂上涨带来的过度投机。有
市场人士认为，“逼空”行情或将推动
美股出现新一轮回调。

在散户“逼空”操作下，近日游戏
零售商“游戏驿站”公司和院线运营商
AMC 娱乐控股公司股价大幅走高。
高斯电子、黑莓、诺基亚等公司股票也
出现“逼空”行情。

上述公司原本基本面不佳，并被
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严重做空，但
大量散户却集中买入其股票或股票期
权，推动其股价上涨。对冲基金被迫
买入这些公司股票平仓，又进一步推
高股价。

美国德美利证券和罗宾侠公司
等交易平台均在本周短暂限制投资
者对相关个股的交易，并提出保证金
要求。机构投资者与散户投资者之
间的博弈及券商对买入相关股票和
期权的限制导致多只个股价格大幅
波动。

宏观经济研究机构MRB合伙公
司美国股票策略师萨尔瓦多·鲁希蒂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游戏驿站”、
AMC娱乐和其他被严重看空的股票
价格大幅波动是过度投机的表现。

布莱克利咨询集团首席投资官
彼得·布克瓦尔认为，交易者没有意
识到，买入股票是买入公司的一部
分，而不是对一个股票代码进行游戏
式的投机。

多只廉价股价格极端波动已经引
发美国联邦监管机构的关注。美国证
券交易委员会29日发表声明说，股价
极端波动可能让投资者顷刻间遭受巨
大损失，破坏市场信心，证交会正展开
密切监测和评估。

展望未来市场走势，分析人士指
出，机构投资者被迫出售其他股票来
筹集资金，将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外溢
效应，加剧市场对泡沫与回调的担忧。

鲁希蒂说，扭曲的金融环境促进
了过度投机。如果散户投资者继续热
衷于交易投机性股票，很可能加剧市
场波动。近期股市出现盘整和回调的
风险已经上升。

近几个月美股持续上涨，目前市
场对股市回调有广泛预期。27 日与
29 日，美股显著下跌，表明回调或盘
整或已开始。

瑞银集团表示，将密切监控杠杆
的使用，但并不认为市场整体处于泡
沫中。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仍然相当多
元化，个股动向应该不会对整体投资
组合产生实质影响。

（新华社纽约1月30日电 记者
刘亚南）

连日来，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在内的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遭到各方质
疑。蒙受巨额亏损的做空机构声称，散
户通过社交媒体串联“抱团”唱多“游戏
驿站”，涉嫌操纵股价，但监管部门对此
态度犹豫；而散户投资者则抱怨监管机
构对交易平台限制交易的行为置若罔
闻，变相助力机构做空。

相关金融法专家认为，这次“逼
空”事件中，社交平台或投资论坛正扮
演助推市场波动的角色，是美国金融
监管尚未覆盖的灰色地带。美国马萨
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认
为，近期美国金融市场乱象主要缘于
监管缺位。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记者徐超）

“逼空”大戏再次暴露美金融监管难孚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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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逼空”风潮正向全球其他
市场蔓延，被重仓做空的其他上市公司
股票成为散户“围猎”目标，甚至“蹭热
点”也能令股价“大翻身”。例如，与“游
戏驿站”证券代码相同的一家澳大利亚
上市公司股价在28日离奇暴涨60%。

另一方面，做空机构出现巨亏后选
择卖出优质权重公司股票进行“补血”，

拖累全球股市下跌。金融数据分析公司
S3伙伴公司调查发现，截至1月27日，
做空“游戏驿站”股票的投资者今年已累
计亏损236亿美元，其中仅27日单日亏
损就达143亿美元。27日和29日，即

“游戏驿站”股价狂飙的两天，道琼斯指
数均下跌超过600点，欧洲市场主要股
指也出现显著下跌。

华尔街再次成为全球金融市场无序波动始作俑者

美国股市29日结束堪称疯狂的一周：游戏零售商“游戏驿站”股价当
天再次飙升，以近70%的单日涨幅继续向华尔街做空机构宣示散户“抱团”
力量。与此同时，道琼斯、标普、纳斯达克三大股指再次暴跌，创下去年10
月以来最糟糕单周表现。

散户与机构之间“逼空”大戏引来全球围观，也引发关于做空合规性、
资本原罪论、监管普适性等方面争论。分析认为，围绕“游戏驿站”的资本
角力正使得美国金融市场顽疾进一步显现。

不少媒体将这次“逼空”事件与近十
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相比照，再度
凸显美国财富分化、社会割裂加剧。新
冠疫情期间，华尔街做空机构大赚特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失业率居
高不下。

《美国保守派》杂志网站在题为《利
用“游戏驿站”占领华尔街》的文章中形
容，在经济不确定性阴影笼罩下，草根投

资者首次在市场上痛击金融精英，发泄
对华尔街贪婪本性的怒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乔
舒亚·米茨认为，交易平台限制散户投
资者进行交易，反映机构对于散户具有
不公优势，“当对冲基金可能会因交易
中止而蒙受损失时，他们能全身而退；
但散户投资者发现他们被困住时，却已
经无法抽身”。

华尔街代表贪婪资本的形象更加强化

机构与散户博弈
或推动股市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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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方29日说，得克萨斯州一
处美军基地的11名士兵误把防冻液
当酒喝，导致中毒而住院治疗，其中2
人生命垂危。

这11名士兵在得州埃尔帕索市
布利斯堡基地服役。该基地是美国陆
军第一装甲师驻地，有大约1.7万名
士兵。

这些士兵28日误把防冻液当成
酒精饮料饮用，当时他们即将结束为

期10天的野外训练。美国陆军禁止
士兵在野外训练期间饮酒。

陆军公共事务办公室发布声明，
说实验室分析发现11名士兵体内有
防冻液主要成分乙二醇。这些士兵因
乙二醇中毒住院，仍在治疗。

防冻液容易被误当成酒精饮料。
摄入防冻液可能导致严重的肾损伤甚
至死亡。

刘秀玲（新华社微特稿）

误把防冻液当酒喝 11名美军士兵住院

由于两家美国药企减量交付新冠
疫苗，西班牙各大区疫苗储量不足，接
种延迟甚至暂停。

法新社29日报道，西班牙17个
大区政府负责各自辖区疫苗接种，眼
下因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莫德纳公司
减量交付疫苗承受压力。

马德里自治区副主席伊格纳西
奥·阿瓜多27日说，由于疫苗不足，马
德里自治区不得不暂停第一剂疫苗接

种“至少两周”。他呼吁西班牙中央政
府为获取更多疫苗竭尽全力。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卫生部门本周
说，这一地区疫苗存量几天后将耗尽，

“冰柜会空”。
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卫生部门一名

官员告诉法新社，由于上周没有收到
疫苗，这一地区不得不使用“逐步耗尽
的战略储备”疫苗，上周末一度暂停接
种。 吴宝澍（新华社微特稿）

药企交付减量 西班牙疫苗接种卡壳

正值投喂时间，希腊首都雅典附
近的阿提卡动物园内，一只卷尾猴正
尽可能多地“囤积”橘子，甚至把一只
橘子藏在尾巴下面。

受新冠疫情影响，这座位于斯帕
塔镇的私营动物园关闭了近3个月，
经营面临严重困难，园内大约2000只
动物“嗷嗷待哺”。

阿提卡动物园的收入主要依赖游
客，不像欧洲的其他许多动物园，政府
资助足够满足日常开支。停业切断收

入来源后，阿提卡动物园还得维持基
本运营。动物园月开支超过20万欧
元（约合156万人民币），包括动物的
食物和医疗、员工的工资、水电费和其
他开销。

大雅典区是希腊疫情最严重的地
区。当地政府29日说，本月早些时候
的新冠感染率下降趋势本周出现逆
转，将在大雅典区重新实施更严格的
防疫封锁措施。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希腊一动物园因疫情面临“饥荒”风险

据新华社伦敦1月30日电 英超
联赛官网消息，英超各足球俱乐部已
经同意从本赛季2月6日开始启用脑
震荡换人新规则。

脑震荡换人新规则即如果场上出
现疑似脑震荡情况裁判吹停了比赛，
在队医进场评估后或回放中出现明显
脑震荡证据，球队将允许使用额外换
人名额。

每场比赛每队只能用2次因脑震

荡导致的额外换人名额，同时如果一
方使用了额外脑震荡换人名额，对方
也获得同等的常规换人名额。

脑震荡风险一直是足球界的热点
话题，近年来有多位退役球员受到头
部撞击的影响而患病，引发公众担
忧。负责制定国际足球规则的国际足
球理事会在2020年12月同意测试脑
震荡换人规则，此举是为了避免球员
的头部受到二次伤害。

英超宣布2月6日启用脑震荡换人新规则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告诉
路透社记者，马利28日与英、法、德外交部
官员对话，意在“评估协议和各方想法”。另
一名消息人士证实这一讨论。

路透社解读，这可能是美国总统约瑟
夫·拜登政府就伊核协议磋商的第一步，后
期会与俄罗斯、中国接触，最后与伊朗谈。

伊朗2015年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

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议，承诺限制核
计划，换取联合国、美国和欧洲联盟解除制
裁。马利曾经是美方参与伊核协议谈判的
关键成员之一。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2018
年5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追
加对伊制裁。作为回应，伊朗2019年5月
起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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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消息人士29日披露，美国新任伊朗问题特别代表
罗伯特·马利28日与英国、法国、德国外交部官员讨论了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事宜。

伊朗外交部长同一天说，美国政府要求伊朗率先恢复履
行伊核协议“不现实”，伊方不接受。

美新任代表与英法德官员讨论伊核协议
伊朗外交部长：美方要求伊朗率先恢复履行协议“不现实”

美与盟友磋商

美国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27日
说，伊朗政府先恢复遵守伊核协议，美方才
会重返协议。

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29
日回应，美方上述要求“不现实、不会实
现”。他重申美方应率先恢复履行伊核协
议。“如果美国履行他们的义务，我们将完全
履行我们的义务。”

伊朗本月初宣布，福尔多核设施浓缩铀

丰度已经提高至20%，恢复到伊核协议签署
前水平。不过，伊朗政府说，如果美方解除
对伊制裁，相关核活动“可逆”。

扎里夫当天访问土耳其，在与土外长梅
夫吕特·恰武什奥卢的联合记者会上作上述
表态。他还提及美国就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制裁土方，谴责美国
政府“对制裁上瘾”，“伤害世界和美国自
身”。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重申立场

斐济民众准备应对热带气旋“安娜”

1月29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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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0日，
一名女子（中）在
斐济苏瓦的市场
采购物资。

热带气旋
“安娜”预计 30
日晚至 31 日早
些时候抵达斐
济。斐济政府宣
布在全国范围内
实行宵禁。

新华社发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美国和伊朗国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