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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19 日凌晨，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
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
到1.75%至2%的水平。美联储年
内的第二次降息，影响全球金融
市场，中国货币政策将走势如
何？即将发布的新一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又会如何？

美联储议息会议波澜不惊，
25个基点的降息如期落地。美股
和黄金出现了盘中跳水、先抑后
扬的情况；美元指数先扬后抑，
欧元、英镑等主要非美货币对美
元汇率出现不同程度地升值。19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7.0732，较前一交易日下行 4 个
基点，截至当日16时30分人民
币对美元即期收盘价报7.0987。

目前已有20多个经济体央
行先后降息，面对汹涌而来的全
球降息大潮，下一步中国央行的
货币政策操作成为市场关注的
焦点。

在今年美联储和欧央行刚
释放出降息信号时，中国人民银
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就曾
明确表示，坚持“以我为主”的原
则，重点根据我国经济增长、价
格形势变化及时进行预调微调，
综合利用多种货币政策组合工
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市场
利率水平合理稳定。

“以我为主”意味着中国的货
币政策立足我国国情。中国人民
银行在8月初公开表示，下半年
将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
持松紧适度，及时预调微调。

中国人民银行19日的公开
市场操作情况透露出一些信号。
当日，央行开展1200亿元7天期
限 逆 回 购 操 作 ，中 标 利 率 为
2.55%；同时开展500亿元14天期
限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2.7%。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

明分析，从操作结果看，央行仍
然保持利率不变，适当地增加了
数量的投放。在全球降息大潮
下，中国央行仍然坚持货币政策

“以我为主”的政策定力，努力服
务好“六稳”。

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结构
性矛盾依然突出。东方金诚首席
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近期国内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货币政
策逆周期调节需求上升。

8月以来，人民银行继续实
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使用一系
列宏观调控工具精准发力。一方
面，及时推出“全面降准+定向降
准”的组合拳，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另一方，通过公开市场操作，
回笼部分资金，不搞大水漫灌。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当前中
美政策利率利差和中美市场利率
利差均在扩大，未来我国货币政
策灵活预调微调的空间更大了。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
认为，今年以来，中美国债长期利
差大幅走阔，为国内政策利率调
整提供了充裕空间。面对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中国并没有“一降了
之”，而是加速“利率并轨”，进一
步疏通金融血脉的传导机制。

9月20日，人民银行将发布
新一期 LPR，市场普遍关注新
一期的报价会否有所下降。

交通银行首席宏观研究员
唐建伟分析认为，虽然此前央行
并未调整 MLF 的利率，但日前
全面降准释放的约8000亿元落
地，所投放的流动性将有效降低
银行资金成本，有利于银行在
LPR报价时缩减点差。

王青表示，未来结构性货币
政策工具还会持续发力，为民营
企业、小微企业等提供“定向滴
灌”。 （新华社）

韩国警方 19 日说，借助于
DNA（脱氧核糖核酸）检测新技
术，近日确定 30 多年前系列杀
人悬案的一名嫌疑人。京畿道南
部地方警察厅当天向媒体通报
案情时表示，DNA 检测结果显
示，在“华城系列杀人案”中至少
3起案件的证物上提取的DNA，
均指向一名男性嫌疑人。

这名嫌疑人现年50多岁，目
前因1994年一起奸杀案被判终
身监禁，正在狱中服刑。警方说，
该嫌疑人在初步审讯中否认涉及
华城系列杀人案，警方正继续调
查嫌疑人与系列案中的其他案件
是否有关联。

警方表示，改进后的 DNA
检测技术可以检测许久之前的证
物，并且可以找到旧技术无法发
现的DNA证据，警方随即再次启

动了华城系列杀人案的调查。目
前，警方对于新技术的细节尚未
做出更多解释。

1986 年至 1991 年，韩国京
畿道华城地区发生 10 起奸杀
案，因案情恶劣震惊全国。据报
道，警方当时累计动用205万人
次警力，调查了 2 万多人，并对
照了4万多人的指纹，但一直未
能破案。

尽管这一系列案件的追诉
期在 2006 年已经截止，但警方
称，将考虑公布嫌疑人身份，以
向受害者家属及公众揭露真相。

韩国媒体报道，新的 DNA
检测技术也在其他国家揭开了
陈年大案的真相。比如，美国警
方 2018 年 12 月借助 DNA 检测
技术逮捕了1973年一起杀人案
的嫌疑人。 （新华社）

这一次，斯诺登自曝

避避难生活难生活
■2013年，斯诺登通过媒体揭露美国政府广泛监听国内外

电话并监视互联网通信内容。美国政府随后以间谍罪、盗窃罪和
未经授权泄露国防及情报信息的罪名对斯诺登发出通缉。此后
斯诺登获避难许可，在俄罗斯居住多年

■这一次，斯诺登决定揭露自己的秘密。9月17日，斯诺登
的回忆录《永久证据》在全球多个国家出版发行。书中，他讲述了
自己如今的生活和他如何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披露政府大量收
集民众电子邮件、电话和互联网活动的秘密细节

斯诺登出回忆录斯诺登出回忆录《《永久证据永久证据》》
美国司法部美国司法部：：违反保密协议违反保密协议，，可以卖但别想拿钱可以卖但别想拿钱

在饱受六年争议之后，沉寂
多时的全球最知名的揭秘者爱德
华·斯诺登又出现了。这一次，他
决定揭露自己的秘密。9月 17
日，斯诺登的回忆录《永久证据》
在全球2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

如今，36岁的斯诺登住在莫
斯科市郊一间小公寓，通过视频
直播赚点生活费，两年前与相恋
多年的女友结婚。本想靠这本回
忆录养家糊口，没想到，新书刚发
行，美国司法部17日就以其新书
违反“保密协议”的理由对斯诺登
提起诉讼，并试图没收他的新书
所获取的收入。

谈揭秘

现年 36 岁的斯诺登住在莫
斯科市郊的一间小公寓，主要工
作就是接视频演讲赚取生活费，
他会通过视频直播向海外的网
友发表演说，赚取讲师费用，有
时露一次面可以拿到超过 1 万
美元。斯诺登描述自己是“自愿
待在室内的猫”，相当享受一整
天窝在电脑前，与海外支持者对
话的时光。

斯诺登在俄罗斯的生活不受
限制，但他仍被限制出境，不能离
开俄罗斯领土。爱好旅游的他曾
去过圣彼得堡与索契。他还在回
忆录中罕见地公开称赞俄罗斯的
风土人情，过去他担忧被美国民
众视为叛徒，所以从未提到这些
亲身经历。他写道：“这是全球最
美丽的国家之一，民众也很友善，
但在CIA眼中，这里只是敌方堡
垒而已……”

现在的斯诺登，已不需要时
时带着太阳眼镜、帽子和夹克等
伪装工具，他可以在莫斯科四处
活动，搭乘地铁与朋友见面或观
赏芭蕾舞剧，在咖啡馆和餐馆与
朋友见面，与一般人无异。他写
道，他现在已经能过上正常生活，
不像 2013 年刚抵达莫斯科时孤
立无援。

斯诺登写道：“刚到俄罗斯的
时候，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试图改
变自己的外表，有时我会刮掉胡
须或戴上其他款式的眼镜。如今
已经避难 6 年，每年能见家人 1
次，但依然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再
也不畏惧美国可能发起的报复，
那只能证明我做得对。但打车时，
我不会告诉出租车司机我家的具
体地址，而是选择公共汽车站或
住处附近的某栋房屋前下车，再
从那里步行回家。”

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安全
脸部辨识恐成
人类隐私最大威胁

斯诺登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电脑工程师与美国国家安
全局（NSA）雇员，他在工作时发
现美国与英国共同参与的“棱镜
计划”，该计划以非法方式监控全
球公民的电子邮件、影片、照片等
所有资讯，包括法国、德国在内的
欧洲主要盟友几乎都在美国的监
视当中。

2013 年 6 月，斯诺登向美国
《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提
供了一系列有关美英特工部门进
行全球互联网监视跟踪计划的机
密材料，披露了“棱镜门”事件。美
国政府随后宣布通缉斯诺登，并
以间谍罪等3项重罪对其进行起
诉，回国将面临 20 年刑期。2013
年 8 月，斯诺登成功躲过美国追
缉，从中国香港逃往俄罗斯。他获
得俄罗斯居留许可，每 3 年得申
请延长 1 次，最近的居留许可将
在2020年到期。

在回忆录中，斯诺登表示，当
揭秘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陆续
通过《美国自由法》、修正《爱国者
法》，并规定政府只能在法院批准
下才能取得特定案例的通信联络
记录，大大限制了美国国家安全
局（NSA）的监控行动。但斯诺登
认为，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最大
的危险还在后头，因为脸部辨识、
图形辨识等 AI 技术不断进化，

“人类未来要面对的最大隐私威
胁正是越来越发达的人工智能技
术，还包含人脸辨识及图形辨识。
一台装有AI的智慧监控镜头，不
会是单纯的录像机，而更像是机
器警察。”

谈生活
靠视频直播赚取生活费
已经避难6年
每年能见家人1次

沙特阿拉伯两处石油设施
14日遭无人机袭击事件持续发
酵。沙特 18 日公布袭击事件初
步调查结果，并展示了在袭击现
场收集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残
骸。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日
表示，已派专家组赴沙特调查袭
击事件。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8 日谈及对伊朗政策时说，美
方手头有多个选项，除战争外，
还有其他选项，后续采取何种措
施需要“走着瞧”。特朗普表示打
算对伊朗追加制裁，将在 48 小
时内披露制裁措施的更多细节。

美国欲出手

特朗普18日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洛杉矶市告诉媒体记者，
美国对伊朗政策“有许多选项，
既有终极选项，也有程度较轻的
选项。我们走着瞧。我所说‘终极
选项’是指战争”。

特朗普先前表示，美国正与
海湾国家、欧洲多国协商对话，
不希望引爆战争。

特朗普经由社交媒体“推特”
发布消息说，已经命令财政部大
幅增加对伊朗制裁措施。他18日
告诉媒体，将在48小时内发布对
伊朗追加制裁的更多细节。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两处设施
本月14日遇袭，波及原油生产。美
国方面指认袭击有伊朗“影子”，伊
朗方面多次否认关联袭击。

也门反政府武装组织胡塞
武装“认领”这起袭击，并于 18
日披露有关袭击的更多细节，例
如是从也门 3 处地点对沙特境
内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17
日前往沙特，商讨沙特石油设施
遇袭的应对举措。蓬佩奥18日访
问期间说，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
袭击相当于“战争行为”。

多方仍调查

联合国派遣多名调查人员前
往沙特，以查明沙特石油设施遇
袭事件的来龙去脉。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说，海湾地区如果爆
发大规模冲突，将给地区乃至全
球带来“毁灭性后果”。

就在特朗普最新表态前不
久，沙特展示 25 件无人机和巡
航导弹残骸碎片，指责伊朗是袭
击“幕后黑手”。不过，沙特国防
部发言人图尔基18日在记者会
上说，关于袭击源头的调查仍在
继续，最终调查结果尚未出炉。

伊朗18日再次否认关联沙
特石油设施遇袭。伊朗总统哈
桑·鲁哈尼敦促美国放弃对伊朗
极限施压举措，并谴责美国及其
海湾盟友介入也门内战，“我们
不想要地区冲突……是谁挑起
地区冲突？”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18 日报道，伊朗 16 日经由瑞士
驻伊朗大使馆向美国传递信息，
警告如果伊朗因沙特石油设施
遇袭而遭攻击，必定还击。

伊朗国防部长阿米尔·哈塔
米18日同样警告美方不要轻举
妄动，“伊朗如果受到威胁，将采
取与应对美国无人驾驶飞机入
侵时相同的果断行动”。他指伊
朗6月20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
近上空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

（新华社）

斯诺登还在回忆录中透露，两年前，他与相恋多年的美国女友米
尔斯在俄罗斯结婚，两人携手走过风雨终于修成正果。米尔斯2006年
开始与斯诺登相恋，在其揭秘“棱镜”计划并流亡俄罗斯后，仍一路支
持他，不离不弃。过去极少谈论私人生活的斯诺登，首次在回忆录中敞
开心扉，形容米尔斯为“此生挚爱”。他在书中透露，两人在约会网站上
张贴自己的档案和照片，让陌生人评分，自己给了米尔斯10分满分，
不过米尔斯只给了他8分。

31岁的米尔斯来自美国巴尔的摩，是一名芭蕾舞演员。就性格而
言，如果说斯诺登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米尔斯则完全相反，她经常在社
交账户上发布自己的生活照片。2013年“棱镜门”事件爆发后，斯诺登
做出了分手的决定。米尔斯一度感到困惑和绝望，她关闭了博客和所
有社交网络的账户。2014年10月，米尔斯克服重重困难，前往俄罗斯
与斯诺登重逢。现在，他们俩在莫斯科的公寓里过着幸福的二人世界。
斯诺登还透露，妻子米尔斯的俄语比他好很多。

回忆录中写道，当年，斯诺登并没有告知米尔斯自己的揭秘计划，
担心她受到牵连。斯诺登流亡俄罗斯后，女友终于抵达莫斯科来看他，
他一开门迎接却被女友狠狠扇了他一耳光。不过米尔斯随即表示非常
爱他，也支持他的揭秘行动。

斯诺登还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秘事。他写道，他从小就很
爱玩电脑与电玩，最爱的游戏是任天堂的“塞尔达传说”与“超级马里
奥”等系列。他在少年时期曾侵入一家位于洛杉矶的核武研发机构，并
把安全漏洞通报给政府，政府高层还因此亲自致电给他的母亲道谢。

斯诺登在回忆录中还提到了“9·11”事件，他写道，当时，有10万名
美国间谍被召回机构，他们知道工作失败了，感到愤怒又感到内疚。当
时，年仅20岁的斯诺登是IT工程师，他的工作很舒适也没有什么挑
战。“9·11”事件让他开始思考，原本他认为自己从小长大的国家是全
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敌人，却因为“9·11”的恐怖袭击改变了一切，
他开始在网上大量阅读相关资料，最终他决定加入军队，在终端机前
为国家工作。

就是这一个从军的决定，让斯诺登从一个痴迷科技的青少年到供
职于美国强大的情报机构，再到决定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家
安全局在“9·11”事件后建立大规模监控网络。

“我们于2013年6月23日降
落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
原以为会在这里停留20个小时，
但这次中途停靠持续了将近 6
年，流亡是一场没有尽头的停
留”，斯诺登在回忆录中写道。斯
诺登对未来有何打算？

9 月 14 日，斯诺登在接受法
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暂居俄罗
斯6年，明年期满后很希望获得法
国庇护。斯诺登表示，他曾于2013
年向法国申请庇护，当时的总统
奥朗德拒绝了，他现在很希望现
任总统马克龙同意给予庇护。

斯诺登坦言：“全球最强大的
国家希望我从这个世界消失，他
们不在乎我入狱还是入土为安，
只想让我消失。我估计自己可能
终有一天被‘自杀’，假如我坠楼，
那肯定是被人推出窗外。”

9 月 16 日，斯诺登通过视频
连线现身美国电视节目，这也被
视为是斯诺登多年来首次与美国
媒体直接互动。他表示，自己希望
回到美国，这也是他的最终目标，
但前提是要能够得到公正的陪审
团审判。

在斯诺登的回忆录发行的当
天，美国司法部对斯诺登提起诉讼
称，作为中情局前雇员和美国国家
安全局承包商前雇员，斯诺登出版
的新书《永久证据》在出版前未提
交相关部门审查，违反了他与上述
两部门签署的保密协议，向斯诺登
提出民事诉讼，试图没收斯诺登出
版新书所获得的收入。

对此，9 月 18 日，斯诺登表
示，美国政府的诉讼说明《永久证
据》是一本“美国政府不想让你读
到的书”，不过这或许能给新书带
来更多关注。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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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爱玩电脑与电玩
“9·11”事件

让其做了从军的决定

谈过去
良心不安决心揭露事实
最大遗憾是
帮美国创建监听系统

斯诺登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
己如何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披露
政府大量收集民众电子邮件、电
话和互联网活动的秘密细节。他
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名承包
商雇员后，他发现高科技间谍力
量越来越令人惊骇，“每个人的通
信都被监控，只要输入某人的基
本信息，就能浏览他们的上网历
史、电子邮件和通话记录等，分析
人员利用政府的情报收集功能来
阅读现任和前任恋人的电子邮
件，并在网上跟踪他们。”

随着斯诺登的研究越来越深
入，他发现了更多高度机密，比如

“棱镜”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局曾
利用该计划监控全球通讯。他在
为国安局和中情局工作的7年里
得出结论：美国情报机构侵犯了
宪法，把每个人的自由置于危险
之中。他写道：“良心不安的我决
心揭露一个事实：我的国家在公
民不知情或未经公民同意的情况
下，开发并部署了一个大规模的
全球监控体系。”

斯诺登对自己曾在美国国家
安全局中扮演的角色感到后悔。
他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将
永远存在，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记
住，而是因为我们不再被允许忘
记，帮助（美国）创建监听系统是
我最大的遗憾。”

斯诺登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在
搜罗秘密文件时，曾把搜到的资料
都存在一台旧电脑。他想搬走这台
电脑时被一位主管叫住，“你在干
嘛？”。他回答：“我在偷机密啊”。当
下，两个人都笑了。当时主管完全
不知道，斯诺登说的都是实话。

谈未来
最终目标想回国
前提是
要一场公正的审判

美联储二度降息后，
中国货币政策走势如何？

沙特公布石油设施遇袭初步调查结果
展示了在袭击现场收集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残骸

韩国利用DNA检测新技术
确定30多年悬案嫌疑人

斯诺登的回忆录《永久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