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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焦点
•

当地时间 10 月 18 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在接受美国全国
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接下来的 6 到 12 周或许将是整个新冠大流行中最黑暗的时期。”他表示，疫苗要到
明年第三季度才能“以有效的方式”提供，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半的人口还是持怀疑态度。

•

据媒体报道：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Vallance 认为，新冠肺炎疫苗不可能在 2021 年春季之前上市

焦点
•

媒体：英特尔在出售约 100 亿美元 NAND 内存部门给海力士方面接近达成协议。英特尔股价目前涨约 2.0%

•

瑞银：中国国债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避险资产

•

传奇投资人 Bill Miller 称，美联储的新通胀政策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金融市场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通过
设定 2%的平均通胀目标，美联储向投资者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即使失业率会大幅下降，它也不会很快加息。
这进而意味着，尽管股票估值似乎有些过高，但随着政策的实施，股票可能是比债券更好的选择。

•

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美联储将维持利率在零附近，直至美国通胀回升至 2%

•

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美国经济大范围反弹，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前景面临非同寻常的不确定性，
取决于（联邦政府）对疫情的控制情况。 重申可能需要 FOMC 实施货币政策和政府追加财政救助

•

据报道，特斯拉将二手车保修期限缩短至 1 年，里程为 1 万英里

•

诺基亚周一宣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已经选定诺基亚在月球上建设首个 4G 移动网络

•

摩根士丹利：始于 9 月份的市场调整尚未结束，在牛市恢复之前还需要再调整 10%

•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美联储评估了数字货币的益处，尚未决定发行数字货币

•

天齐锂业公告，公司前三季度营收 24.27 亿元，同比下滑 36.09%；亏损 11.03 亿元。公司预计 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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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 13.6 亿元至 22.7 亿元，公司上年同期亏损 59.83 亿元。天齐锂业提示，由于公司 2019 年净利润为负，
如果公司 2020 年经营业绩无法实现扭亏为盈，在公司披露年报后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可能性。
•

上海超级工厂已于今年 10 月启动整车出口业务。首批出口的车辆为 Model 3 标准续航升级版，与供应中国
市场的车型保持一致。出口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等欧洲各国。出口车辆已
经陆续运抵上海海通国际汽车码头，预计下周二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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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宏观经济
大选倒数 15 天，美国华人“川粉”还会支持特朗普吗？
更新于 2020 年 10 月 18 日 12:35 FT 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裘蒂

在特朗普不断抛出“中国病毒”这样具有歧视性的标语，造成华人成为种族暴力的对象之后，还有多少华
人会支持特朗普？这可能是你很难想象的。
首先，不要问我谁将是美国下一任总统。美国大选选情现在是死缠胶着。也别问我拜登是不是稳赢，特朗
普是不是会狂胜。尽管拜登在全国性民调上目前领先特朗普接近或超过两位数字的百分点，但不同政治归
属感的观察家，都认为对方的数据是错的，而且是绝对错的。
正如特朗普正在撕裂美国，他也正在撕裂美国华人的归属感。
亚裔对选情的影响力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今年 5 月发布的研究数据，在美国主要的种族和族裔群体中，亚裔美国人是合格选民中
增长最快的部分。今年将有超过 1100 万的人有资格投票（年龄在 18 岁及以上的美国公民），占全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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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选民的近 5％。他们也是唯一的主要族裔群体，其中归化的公民，而非美国出生的公民，占合格选民的
大多数。
2000-2020 年的 20 年之间，美国亚裔符合资格的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达 139％。拉美裔选民的增长
速度相近（121％），但黑人和白人选民的增长速度则慢得多（分别是 33％和 7％）。
归化移民是亚洲选民快速增长的主力。美国的选举法规定，当移民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后，他们就有资格参
与联邦选举。在 2000 年至最近的选举年（中期选举）2018 年之间，亚洲移民合格选民的数量从 330 万
增加了一倍多，达到 690 万。截至 2018 年，归化公民约占美国亚裔合格选民的三分之二。
尽管预计今年亚裔美国人将占美国合格选民的 4.7％，但这一比例仍低于亚裔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5.6％）。造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是有 450 万成年亚裔移民不是公民，因此无法投票，这个群体包括
永久居民（绿卡持有人）和正在申请成为永久居民的人，在美国持临时签证的人，以及非法移民。 这些
群体约占美国亚洲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4％）。在美国，还有 350 万亚裔（占亚裔总人口的 19％）在 18
岁以下，因此他们没有投票权。在美国 1820 万亚裔中，大约有十分之六（57％）是合格的选民。
美国亚裔选民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合格选民的来源国可以追溯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国家。美国
亚太裔组织（AAPI）于 2018 年进行的一项数据调查发现，政党标识随来源国而异，比如整体上越南裔美
国人（42%）比一般亚裔美国人（28%）更有可能为共和党人；而印度裔美国人最有可能是民主党人，其
中 50％自我标识为民主党人，只有 18％是共和党。
符合资格的亚裔选民分散在美国各地，但超过一半的亚裔选民居住在三个州，35％（360 万）在加利福尼
亚州。亚裔选民人数第二多的是纽约州（92 万），再次是德克萨斯州（69.8 万）。加州和纽约州都是传
统的“蓝州”（大面积倾向民主党的州）。但也有评论家认为，今年加州有不少民主党倾向的选民会倒戈
支持共和党。
亚裔和华裔的投票取向
美国亚太裔组织 AAPI 从 7 月 15 日至 9 月 10 日的调查显示，今年 54％的亚裔美国人将投票支持拜登，
而大约 30％的亚裔美国人会选择支持特朗普。另有 15％的人表示他们还没有决定。设计这项调查的加州
大学里弗赛德分校公共政策和政治学教授拉马克里希南认为，这些数据显示，虽然过去的选举表明亚裔美
国人向民主党靠拢，但今年的研调结果显示这个族群正在转右。也就是说，特朗普和支持他的保守派势力
实际上已经在亚裔选民中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之后，穆斯林、阿拉伯、锡克教徒和南亚裔族群在美国遭受了歧视和仇
恨袭击。美国亚裔选民总体上向左靠拢，因为许多人认为民主党人是反对种族歧视的强大政党。但特朗普
上台以后，整体亚裔反而有向右靠拢的政治取向。特朗普成功地煽动了“我们 vs.他们”之间的势不两立。
但只有 16%美国华人公开识别为共和党人。拉玛克里希南认为，特朗普的反华言论和政策似乎已经使部分
美国华人对“特朗普现象”失去热情。台湾裔的杨安泽参加民主党初选也可能有所影响。
2016 年美国大选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领头进行一项多种族的政治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约 25%
的美籍华人支持特朗普。这是首次有华人如此热烈支持一名候选人。虽然特朗普支持者未必是华人的大多
数，甚至也不占中国移民的大多数，但他们非常有组织，比如北美华人特朗普助选团（CAFT）。他们通
过积极的网页和社交媒体（特别是微信）策略，保持很高的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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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20 年大选，海外不少自由派华人支持特朗普，他们许多是“笔杆子”，发声强悍而有力道。
为何“川粉”仍然对特朗普不离不弃？
由于白人基督徒群体对特朗普的基本盘效应，可以说华人中的特朗普铁杆粉丝非基督徒群体莫属。
最近有朋友转来了朋友圈流传的一帧图片，显示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也有大幅广告看板写着：“美国华
人支持特朗普，我们已经逃离了社会主义。”
特朗普成功地把民主党定性为“社会主义”。他公开宣称：“这次选举将决定，我们是拯救美国梦，还是
允许社会主义议程破坏我们珍视的命运。”
但事实上，特朗普对民主党的刻画并不符合拜登提出的政策纲领，以及历届民主党执政的实际记录。大多
数民主党人都不是社会主义者。在 24 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只有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认为自己
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另外，特朗普喜欢找茬的政坛新秀纽约州代表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借着在民
主社会主义平台上竞选声名鹄起。
尽管比几年前更为左倾，但民主党的主流意识拒绝了社会主义标签。甚至算是比较激进的伊丽莎白•沃伦
在 2020 年民主党初选中也自称“骨子里是个资本主义者”。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提出增加联邦政府对医疗、教育和环境的承诺。这些政策通常需要大幅增加政府开支，
提高税收，增加公共部门在私人市场中的作用，以及扭转特朗普政府放松政府管制的举措。
但反讽的是，特朗普政府也有不少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措施，比如今年 5 月，美国农业部为因特朗普与中
国的贸易战而受到伤害的农民提供 160 亿美元援助。共和党所推动的政策也不断为企业提供各种资助，被
桑德斯称之为“企业社会主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认为，美国人热爱社会保障制度，但害怕“社会主义”。特朗普正在利用这一
心理弱点，为其选举造势。
《文学城》的民意研调
堪称美国华人第一门户网站的《文学城》在 9 月 29 日进行了网上民意调研，这是目前唯一针对美国华人
而组织的公开性民意调查。在 3715 个回复中，68%支持特朗普，25.5%支持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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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自认为是共和党，13.4%有共和党倾向，10.8% 表明是民主党人，17%表示无特定党派或倾向。

美籍华人支持特朗普，部分因为在教育和移民法令等议题上，特朗普的政策更加符合华人的利益。尽管华
人是美国的少数族裔，但不少华人认为教育方面的平权法案损害自身利益。传统上民主党支持平权法案，
一些华人因此支持共和党和特朗普。
我本来以为教育种族平权问题可能是华人支持特朗普的首要原因，但调查的结果并不尽然。在大选最受关
切 的 议 题 中 ， 美 国 经 济 议 题 最 高 （ 62.8% ） ， 其 次 是 个 人 安 全 与 社 会 稳 定 （ 58.5% ） ， 中 美 关 系
（51.2%），美国国家安全（50.2%）。教育议题与移民问题（都是 32.3%）与新冠疫情（31%）属同一
级别。对特朗普税表问题的关切只占了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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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城》的调查可能更多反映的是其本身的读者构成属性。《文学城》CEO 林文表示，平台核心的年龄
层是 35 岁到 60 岁，代表的是有经济基础的中国新移民，所以偏向于共和党。
相形之下，唐人街的老移民应该更偏向民主党，另外唐人街基本都在蓝州。
2018 年马里兰州参议员选举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美国全球创新联盟主席辛红军认为：“今年的选举将是
势均力敌的选举，目前还不知道谁会当选。各种媒体及渠道的预测，都有偏向性，很难相信辨认。华人，
据我观察，在特朗普不断挑起种族话题攻击后，可能会有更多人改变主意，转投拜登。”
华人选民的选择
美国华人选民（包括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的新移民）的总数达到 257.6 万人，占亚裔选民的 23.4%，占
2020 年全美选民的 1.1%左右。从普选的人口指数来说，这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关键是，基于美国选举人团制度，华人是否能在关键州起到关键作用？
尽管亚裔美国人是合格选民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 9 月底发布的研究数据，拉美
裔选民对今年选举的影响可能加重。在所有 50 个州中，非拉美裔的白人合格选民的比例在 2000-2018 年
下降，甚至有十个州的白人合格选民的比例出现两位数下降。而在同一时期，拉美裔选民在每个州的选民
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这些趋势在关键州，例如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也尤为明显，这显示拉美裔可能对 2020 年大选至关
重要。在佛罗里达州，2018 年有 20%的合格选民是拉美裔，几乎是 2000 年的两倍。在新关键州亚利桑
那州，2018 年，拉美裔成年人约占所有合格选民的四分之一（24％），自 2000 年以来增长了 8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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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特朗普不惜用“中国病毒”给华人戴上标签，这显示其竞选团队幕后的大数据分析，特朗普认为
通过这个标签可以为抗疫不力卸责，也意味着迎合他的基本盘比获取华人支持更为重要。
而不少华人“川粉”选民支持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因此没有所谓的“纠结”。
同时，也有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华人辩护说，特朗普说的是来自中国的病毒，而不是指责华裔美国人。这显
示不少华人“川粉”选择切割自己的身份。
长期关注美国华人的政治参与的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终身教授吴旭认为，华人无视“中国病毒”
说而继续挺特朗普有几个原因：今年上半年出现的种族冲突和警察暴力等事件引发的各州社会暴动，实际
上是对两党比较大的考验。特朗普坚持讲“法律与秩序”，在大层面上其实是给从事商业的华人小经济实
体带来保障，因此他们肯定支持“法律与秩序”。
吴旭说：“而民主党的立场支持少数族群的抗争，这对华人的社区和商铺带来冲击，我觉得部分可以抵消
特朗普鼓动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个成分。”除了特朗普的移民和教育政策对华人有利外，毕竟特朗普执政的
整体经济政策，包括减税和刺激政策之类，其实对少数族裔的经济状况，都有好的影响。
吴旭认为：“最重要的是，其实特朗普的‘中国病毒说’，在后期的角度也有了一些变化，因为他把瞄准
的重点指向了中国的执政党，而不是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所以我觉得就从这点上来讲，就并不足以打消
原本‘川粉’对他的支持。”
整体而言，即使华人的选择对 2020 年的大选结果影响不大，但美国华人内部政治趋向的分裂已无法避免，
而新一代的中国移民，与其他美国亚裔的利害关系也可能渐行渐远。
中外关系
特朗普转为向中国发难，美国鹰派力推对华强硬政策
WSJ / Bob Davis / Kate O'Keeffe / Lingling Wei /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5:20 CST 更新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就职以来，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中的许多成员一直渴望与中国对抗，他
们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现任和前任官员称，在三年时间里，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一直是一位不认同他们观点的总统，当时特朗普
最为重视的是与北京方面谈判一项贸易协议。
一名前国家安全官员回忆起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的情况时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给我们列出
你们想要与中国对抗的方式清单吧。’”相关提议包括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以及阻止中国通信设备企业在全
球的发展等，但几乎没有实施具有实际意义的行动。北京方面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
如今情况已发生转变。自 3 月以来，特朗普已经批准了一系列令人头晕目眩的对抗中国行动，包括美国派
遣航空母舰前往南中国海（中国称南海），阻止中国科技公司获得先进技术，增加对台军售，以涉嫌间谍
活动为由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并寻求在美国市场上禁用热门中国应用程序。
官员们表示，正在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监控涉嫌在美国支持间谍活动的中国国有航空公司员工，追
查据称中国政府支持的影响美国政治和商业的行动，以及将更多中国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
据华盛顿现任和前任官员称，特朗普政府对华立场转变有三大原因:
• 在今年 1 月份与中国政府达成一项有限的贸易协议后，特朗普的政治考量发生了变化，他现在认为，更
强硬的对华政策对他的连任竞选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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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中国出现新冠疫情后，特朗普身边不同的、立场更为强硬的中国问题顾问开始崭露头角。
• 中国政府在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强硬行动激怒了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表示，中共确实需要考虑清楚全球各地的人们会如何看待他们的行为。
蓬佩奥已成为特朗普对中国问题的主要顾问。
这一新攻势已使两国关系降至数十年来最低点，引发投资者恐慌，据中国官员和政府顾问的说法，这也让
中国领导人感到困惑。美国政府此前多年都在强调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间的个人关系，如今美国
官员公开称中国领导人是斯大林(Stalin)的继承者，正在争夺全球霸权。
中国官员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对等回应美国的行动，例如，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时，中国也关闭了
美国驻成都总领馆。
无论谁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对抗局势都不太可能降温。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一直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
立场。民主党候选人拜登(Joe Biden)的顾问称，他们认同特朗普政府有关中国具侵略性的分析。
台湾问题隐约是一个引爆点，围绕尖端技术的持续争夺战也是。
特朗普在执政的头几年经常使用破坏性的、尖锐的策略来追求达成贸易协议，比如采用逐步提高关税的手
段。现任和前任官员表示，他还赞扬习近平，淡化中国对香港的威胁和人权问题，以防止这些问题阻碍谈
判。
特朗普的高级顾问称，没有哪次特定会议明确表明他将采取攻势。现任和前任官员表示，随着新冠疫情从
中国蔓延到美国，导致美国人死亡，破坏经济，并威胁到他的连任，他的不满情绪在春季加剧。他从赞扬
中国缓解了疫情转为指责中国造成了疫情的蔓延，与此同时他的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面临批评。一位政府
官员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3 月份发推文说美国军人可能将新冠病毒带到了中国，这个无根据的说
法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令特朗普愤怒。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表示：“这是一种逐步演变的过程。”“没有瞬间爆发的情况。”
官员们表示，高级顾问提出了一些想法，希望以能引起特朗普共鸣的方式对付中国。强硬派认为，禁止中
国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和微信是合理的，不仅因为这些软件收集的美国用户数据可能被北京用于间谍活
动，还因为 Facebook Inc.(FB)、Twitter Inc.(TWTR)和许多其他美国互联网公司不能在中国运营。他们表
示，美国认为两国关系对北京有利的时间过长，目前正在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公平或对等问题。
这种观点正合特朗普的心意，在美中会谈中，他把对等(reciprocity)称作“R 词”。
特朗普还开始更多地依赖国家安全顾问，而不是经济顾问。
白宫官员长期以来都在谈论贸易谈判期间有两个不同对华阵营。美国财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等
“全球主义者”敦促迅速和解贸易战。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Peter Navarro)等“民族主义者”则希望用关税来打压中国。
贸易协定达成后，上述阵营的构成发生了变化。莱特希泽与姆努钦结盟以维持该协议，但在国家安全问题
上的影响力有限。莱特希泽 7 月份对智库人士发表讲话时说：“有一条国防车道。有一条更宽的安全车道。
有一条网络车道。如果我试图进入所有这些车道，那我就会被撞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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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自称是“脱钩派”或“强硬派”的人则希望惩罚中国，哪怕这样做会让这份贸易协定面临风险。
这些人中包括蓬佩奥、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纳瓦罗和罗
斯。罗斯曾与姆努钦合作以快速达成贸易协议。
最近几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了禁止世界任何地方的半导体公司向中国通信设备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Huawei Technologies Co.)出售含有美国技术的设备的规定。在寻求继续向华为供货的芯片企业指出可
钻的漏洞后，美国商务部进一步收紧了规则。
一个跨部门小组否决了姆努钦提出的一项经由快速通道向华为出售较旧技术的方案。姆努钦不予就该方案
被否一事向《华尔街日报》置评。美国商务部还把华为的 150 家关联公司列入了一份出口黑名单——在
该名单上所有中国公司中占到半数。
美国政府中的鹰派表示，现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向北京方面示好。今年 5 月，习近平放弃了中国给予香
港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某些待遇的政策，尽管中国之前与曾对香港实施殖民统治的英国达成过一项确保
香港高度自治的协议。
在蓬佩奥等人看来，该举措凸显出为何不能信任中国领导人。蓬佩奥称：“这是极其明显的例证，表明中
共再次违背了其作出过的一项核心承诺。”
对习近平来说，即便受到潜在的回击也是值得冒险的。鉴于自 2019 年年中以来在香港出现的大规模反政
府抗议活动，掌控躁动不安的香港民众是一个优先事项。
在北京方面采取压制行动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就香港和新疆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在中国西北部的新
疆，当局把众多维吾尔族和其他主要由穆斯林组成的少数民族的成员关在拘留中心。
特朗普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关闭被其指为“间谍巢穴”的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以及在南中国
海举行大规模海上演习。
中国官员为政府在香港、新疆和南中国海的行动辩护，称这是主权问题，不应受到外国的干涉，并表示中
国外交使团没有从事间谍活动。总体而言，北京方面表示，中国并没有试图在国际秩序中取代美国，但理
应在全球事务中拥有发言权。
在北京的精英圈子里，有人私下质疑习近平是否对美国施加了太大压力。
一位为美国政府提供建议的中国外交政策专家表示：“中国到底想同时打多少场仗？这是我们需要非常认
真考虑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的攻势是有限的，尤其是在那些可能震撼全球经济或损害特朗普连任前景的行动上。
白宫迅速否决了将美元与港元脱钩或切断一家大型中资银行与国际货币体系联系的提议。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表示，在今年夏末的一次会议上，特朗普曾拒绝使用美元作为武器。
库德洛说，特朗普被说服了，认为美方不希望采取任何会大幅降低大中华区和亚洲地区对美元的需求、或
者降低美元实用性的行动。
美国财政部、农业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警告称，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将损害美国服装制造商和其他
进口商的利益。这一提议因此被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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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中的强硬派还就中国热门社交媒体 TikTok 与其他官员发生争执。在特朗普宣布他将禁止这款
短视频应用后，TikTok 游说者警告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称，这款应用在青少年中很受欢迎，包括许多生活
在摇摆州的已拥有投票权的年轻选民。
姆努钦在促使特朗普让步并批准涉及 TikTok 的一项交易方面发挥了作用。根据这一交易，甲骨文(Oracle
Co., ORCL)和沃尔玛(WalMart Inc., WMT)将入股重组后的 TikTok，新 TikTok 的总部将位于美国。该交
易目前正接受国家安全评估。
有关台湾的分歧在不断加深。国家安全官员表示，在执政的头三年，特朗普对该岛没什么兴趣。蓬佩奥认
为，香港之后，台湾可能是北京的下一个目标。中国将台湾视为待收复的失地，北京方面已对美方的相关
行动表示反对，认为美方这些行动是在支持台湾的抵抗行为和违背只承认“一个中国”的承诺。
自 8 月以来，特朗普批准了一次罕见的内阁级别对台访问，派出了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部长阿扎(Alex Azar)，双方政府已开启了“双边经济对话”，还算不上正式贸易谈判。
美国还继续推动向台湾出售巡航导弹、水雷和无人机，这些都是抗击来自中国任何可能的攻击所必需的军
事装备。北京方面曾派出 18 架战机飞越分隔大陆和台湾的台湾海峡中线，台湾官员认为这是要恐吓台湾。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早就敦促美国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但当时进展甚微。博尔顿称，
他注意到以上述新方式挑战中国的意愿上升，美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以前反对的声音已逐渐消退。
中国警告美国或拘留在华美国人，以回应美方起诉中国学者
WSJ / Kate O'Keeffe / Aruna Viswanatha /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3:50 CST 更新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政府官员警告美国政府官员称，他们可能会拘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以回应美国司
法部起诉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学者一事。
据知情人士称，中国官员已多次通过多种渠道向美国政府代表发出警告，包括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
上述知情人士称，中国传达的信息非常直白：美国应该放弃在美国的法院起诉中国学者，否则在华美国人
可能会发现自己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据知情人士称，中国于今年夏季开始发出这一警告，此前美国开始逮捕一批正在美国大学进行研究的中国
科学家，并指控他们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自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身份。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篇文章也报道了美国指控中国外交官与研究人员协调活动
的情况，并将之描述为美国命令中国在 7 月关闭休斯敦领事馆并将其余军事科学家撤离美国的一个原因。
中国有关部门有时会拘留外国公民，这些举动被外国政府视为毫无根据，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外交报复，
华盛顿政策圈的许多人将这种策略称为 "人质外交"。中国曾拒绝允许美国公民出境，并曾对加拿大、澳大
利亚和瑞典公民进行逮捕、起诉或判刑，基于的指控被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称为是虚假指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于中国威胁要对美国逮捕中国军事学者的做法进行报复的说法不予回应，他表示：
“我们警告美国公民，商业纠纷、法院关于支付和解金的命令，或政府的刑事和民事调查都可能导致出境
禁令，将会禁止你离开中国，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在 9 月份的一份旅行建议中，该部建议美国人避免在中国旅行，理由有很多，包括警告中国政府拘留其他
国家的公民“以获得对外国政府的讨价还价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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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德默斯(John Demers)称：“我们知道，在其他情况下，中国政府在没有
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曾拘留了美国人、加拿大人和其他国家的个人，以报复合法诉讼，并对这些公民所属的
各国政府施加压力，对涉案个人漠不关心。”
对于与美国针对中国研究人员的案件相关的所谓中国威胁的细节，德默斯不予评论，但他说：“如果中国
想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就应该尊重法治，停止挟持人质。”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都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北京方面反对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官员使用“人
质外交”一词，并表示中国政府只是在执行本国法律，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安全。
中国检方 6 月以间谍罪起诉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将两起案件向前推进，外界广泛认为相关案件是针对加拿
大按照美国的引渡请求逮捕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一名中国知名高管进行的报复。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已经公开批评了相关逮捕行动。上周四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在纪念两国
建交 50 周年的媒体活动上回击了特鲁多。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网上发布的活动录音显示，大使丛培武警告加拿大停止向来自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
提供庇护，称如果加拿大不希望生活在香港的 30 万加拿大人的健康和安全受到危及，就应该支持北京方
面对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的实施。许多西方国家谴责这项法律过于严苛。
被一名记者问及是否在发出威胁时，丛培武回答说，那是你的解读。
美国已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限制中国企业，并试图对抗北京方面在南中国海
(South China Sea, 中国称南海)的军事部署。但前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表示，美国司法部起诉这些与军方有
关联的研究人员之举是公开让中国陷入巨大尴尬，这一点不同于美国针对中国的其他行动。这些研究人员
是在准备离开美国时被捕的。
美国前国家安全官员辛格尔顿(Craig Singleton)称：“以往这些纷争都是关起门来解决，以控制外交影响
并给中国留面子。”辛格尔顿目前是捍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的研究
员，这是一个倡导捍卫民主国家的研究机构。
辛格尔顿表示：“美国司法部最近的举动是对解放军这个在中国广受尊敬机构发起的全面攻击。这完全改
变了游戏规则，可能给双方带来重大风险。”
据一名知情人士称，今年 6 月，具有军方背景的中国科学家 Tang Juan 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盘问，
这名科学家随后在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居住了一个月，此后中国开始发出警告。中国官员告诉美国方面称，
如果美国不允许这名研究员人员离开上述领事馆返回中国，他们将拘留一名在中国的美国人。
美国官员称，他们曾预计中国会实施这一威胁，但中国没有这么做。今年 7 月 Tang 离开该领事馆时，FBI
逮捕了她。
Tang 对签证欺诈指控不认罪，目前为保释状态。Tang 的一名律师在一份声明中称，他的调查没有发现任
何哪怕是蛛丝马迹的符合中国政府试图干预此案的说法。
Tang 的律师西格尔(Malcolm Segal)还称：“中国政府在此案本身或者为 Tang 的辩护中完全没有插手，
我也从来不指望中方会这么做。”
除 Tang 外，最近被控隐瞒自身与中国军方关系的另外四名研究人员也对类似指控不认罪。其中两名研究
人员下个月面临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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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地区
其他国家在疫情中挣扎之际，中国经济第三季度增长 4.9%
WSJ / Jonathan Cheng /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3:45 CST 更新

中国官员周一称，中国第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4.9%，表明中国经济在半年前遭受疫情重创后，已重回疫
情前的增长轨道。
上述数据低于预期，但意味着中国的增长轨迹更加接近年初预期的 2020 年 5.5%-6%的经济增速。这一预
期是在疫情肆虐全球、致使逾 100 万人死亡并重创全球经济之前做出的。
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 3.2%，第一季度经济历史性收缩 6.8%，当时政府部门为遏制新冠疫情传播，封锁
了中国中部城市武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预计，中国经济 2020 年会增长 1.9%，将
成为今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相比之下，IMF 在本月的最新报告中预计，美国
经济将收缩 4.3%，欧元区料收缩 8.3%。
周一公布的第三季度增长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中国
相对强劲的态势，并让中国经济今年前九个月的
同比增幅达到 0.7%，步入正值区间。
周一出炉的其他经济指标提供了更多走强迹象。
9 月份，作为中国主要失业率指标的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从 8 月份的 5.6%降至 5.4%，低于中国
政府设定的 6%左右的目标。
中国大致分三个阶段推动了经济的复苏：首先，
从 1 月下旬开始大部分经济活动停摆，封锁大致
持续到 3 月底。
从 4 月份开始，有关部门寻求让工厂重启。随着
产出的增加，中国得以趁其他出口国因实施封锁
而受冲击之机扩大自己在全球出口市场上的份额，
把口罩、消毒机等医疗用品和设备以及居家办公
用电脑设备发给世界各地的客户。
如果说第二季度代表着中国工业领域的复苏，那
么第三季度则标志着中国消费领域的复苏，在境
内新冠疫情几乎已经完全扑灭的情况下，有关部门鼓励消费者走出家门、打开钱包。
8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取得 2020 年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周一，中国公布 9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3.3%，增幅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1.7%。
官员们周一表示，第三季度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实现今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同比增 0.6%。
在中国有业务、面向消费者的美国公司已受益于中国国内需求的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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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美乐披萨(Domino's Pizza Inc., DPZ)首席执行官 Richard Allison 本月告诉投资者，在全球约 300 家旗
下门店因新冠疫情而关闭的背景下，第三季度中国强劲的零售额增长为该公司的国际业务带来一线生机，
并称中国是“2020 年一个非常成功的个例”。
Allison 表示：“虽然我们在全球部分市场出现了一定的放缓，但中国绝对不在其中。”他预测，中国很
快就会成长为这家总部位于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公司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市场。
总部位于马里兰州亨特谷的香料和调味品制造商味好美(McCormick & Co. Inc., MKC)表示，尽管由于西
方世界餐厅的需求下降，截至 8 月 31 日的三个月该公司全球销售额下降了 1%，但中国的需求仍然强劲，
如果没有中国，销售额降幅会大得多。该公司旗下品牌包括 French's 芥末酱和 Old Bay 调味料。
味好美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Lawrence Kurzius 上月末向投资者表示，在中国，快餐店的客流量已经恢复
至接近正常的水平。
即便如此，从一些指标来看，消费支出仍然低迷。
据官方数据显示，在始于 10 月 1 日的国庆中秋八天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6.37 亿人次，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人民币 4,665.6 亿元（约合 690 亿美元），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近 70%。
疫情期间的影院容量限制措施重创了中国电影票房。不过，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国庆中秋假日期间
中国电影票房约为 5.8 亿美元，取得中国影史国庆档票房第二的成绩，但仍低于去年创纪录的 7.5 亿美元。
这引发了人们对消费复苏稳健性的担忧，此前人们预期，在被压抑的需求、多出一天假期以及关闭的边境
迫使旅行者将潜在海外消费转向国内购物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消费将出现更强劲的反弹。
澳新银行高级中国经济学家王蕊(Betty Wang)告诉客户称，考虑到出境游大幅下降，消费的反弹幅度低于
预期。她还称，现在就沾沾自喜还为时过早。
Xin Xin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经历了北京为期数月的封锁后，她与丈夫和孩子们飞往云南度了八天假。
Xin 说：“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真正度假。我真的不想再被困在同一个城市了。” 他们购买的机票价格比平
时高，因为考虑到此前长时间的封锁以及出境方面的困难，今年更多人选择在国内旅游。
她表示，酒店和其他住宿设施的价格几乎是平时的两倍，但房间还是很快被抢购一空。由于需求增加，一
些旅游景点附近的五星级酒店价格飙升，迫使她只能选择条件较普通的住所。
与此同时，为期八天的假期期间，Zhou Misi 和她的家人留在北京，去电影院看了五部电影。
由于有报道称北京和中国各景点周围都出现大规模交通堵塞，Zhou 和她的家人调整了计划，决定利用电
影院在关闭数月后重新开放的这一机会。影院已于 7 月下旬重新开放，北京市政府现在允许影院以最高 75%
的上座率运营。
当早上去电影院观看 IMAX 电影时，Zhou 惊讶地发现影院几乎是满负荷的。
她说：“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去看电影。”
金融市场
蚂蚁集团香港 IPO 获中国证监会批准，港交所将举行上市聆讯
WSJ / Jing Yang / Stella Yifan Xie /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2:13 CST 更新

蚂蚁集团(Ant Group Co.)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计划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这是该金融科技巨头在香港
上市前需要通过的监管审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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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知情人士透露，香港交易所周一将就蚂蚁集团的香港上市计划举行聆讯。此前，蚂蚁集团已于周一早间
收到中国证监会批准通知。
蚂蚁集团是全球估值最高的初创企业，也是中国热门移动支付网络支付宝(Alipay)的所有者。蚂蚁集团于
8 月 25 日提交了在香港和上海科创板同时上市的文件。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此前
报道，蚂蚁集团在 A+H 上市中可能筹资超过 300 亿美元，并获得 2,000 亿至 3,000 亿美元的市场估值。
蚂蚁集团是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
巴巴)的关联公司。
上海证交所上个月批准了蚂蚁集团的 A 股上市计划。总部位于杭州的蚂蚁集团还需要中国证监会的最后批
准才能启动上海 IPO。
由亿万富豪马云(Jack Ma)控制的蚂蚁集团将成为十年来第一家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两个市场上市的中国公
司，同步上市也让协调工作变得比较复杂。
据参与股票销售的投行人士向投资者介绍，蚂蚁集团的目标是在 10 月底前完成两地上市。据《华尔街日
报》报道，该公司内部人士还曾希望赶在 11 月 3 日美国大选前完成 IPO，以避免在随后几天和几周内遭
遇潜在的金融市场动荡。
美国科技股的市场影响力超过互联网泡沫时期峰值
WSJ / Amrith Ramkumar /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4:50 CST 更新

美国科技公司今年有望获得有史以来最大的股市份额，超过互联网泡沫时代创下的巅峰，这也是科技公司
对全球消费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最新例证。
据道琼斯市场数据(Dow Jones Market Data)对过去 30 年的年度市值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从手机生产
商到社交媒体平台运营商在内的各类科技公司目前在标普 500 指数中的比重接近 40%，今年有望超过
1999 年创下的 37%纪录。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在该指数中所占比重超过 7%，今年早些时候该公
司成为首家市值达到 2 万亿美元的美国公司。上个月初，苹果公司在标普 500 指数中所占比重一度达到
8%，为 1998 年开始编制该数据以来单个股票所占的最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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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苹果公司和 Netflix Inc. (NFLX)等热门科技股近期出现回落，但其中许多公司仍是今年股市的领涨股，
推动标普 500 指数今年以来上涨近 8%，并在新冠疫情导致经济下滑期间保持在接近历史高点的水平。上
周早些时候，科技股提振了市场，当周晚些时候又拖累了市场，凸显出该类股对主要股指的影响力。
远程工作和云计算等趋势正在推动科技公司的增长，使其得以在许多公司举步维艰之际扩大业务。不过，
科技股涨幅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让许多投资者感到担忧，他们担心股市过于依赖该类股，使得少数几家公
司的大幅回调就可能拉低市场。
此前某一个类股对标普 500 指数的影响达到顶峰之后都出现了下跌的情况。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科技类股
暴跌。2006 年，银行股对市场的影响力达到顶峰，随后就出现了金融危机。2008 年能源股在标普 500 指
数中所占比重创新高，之后也出现下滑。
很少有分析师认为科技股像 20 年前那样估值过高，强劲的盈利增长和接近于零的利率证明了该类股最近
的大部分涨势是合理的。但许多投资者正为科技类股出现更多波动做准备，科技类股上涨速度非常快，并
拉动了市场其他类股的走势。
骏利亨德森投资(Janus Henderson Investors)专注于科技类股的基金经理 Alison Porter 表示：“我们已
经处于一种不由自主的数字生活方式。”她仍然对最大的科技公司充满信心，因为疫情期间人们待在家中
的情况下，这些公司实现了可靠增长，表现突出。

投资者本周将关注包括 Netflix Inc.在内的多家公司发布的第三季度利润，以及每周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
最新数据，以衡量美国经济健康状况。
由于美国国会尚未通过进一步的刺激措施，许多交易员对于看好与经济增长更直接相关的市场版块仍然犹
豫不决。今年早些时候结束的缓慢而强劲的扩张过程中也是这样。虽然数据显示，相比之前曾领导市场的
其他一些企业，科技巨头的员工人数更少，但这些科技公司确实对自身业务进行了大量投资，使得其他公
司和消费者能更高效地买卖商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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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巨头 Oaktree Capital Group LLC 联合创始人 Howard Marks 在最近给客户的一份备忘录中表示，
以当前利润衡量科技股的估值实际上可能低估了这些公司的潜力，因为科技公司投入如此巨大来推动自身
快速增长。
FactSet 数据显示，分析师估计今年科技股在标普 500 指数成分股公司利润中所占比重可能会达到 36%左
右。信息技术股基于过去一年利润的市盈率为 28 倍，而标普 500 指数的市盈率为 24 倍。通讯服务公司
的市盈率为 25 倍，而苹果公司、微软(Microsoft Co., MSFT)、Facebook Inc. (FB)和 Alphabet Inc.
(GOOG)的市盈率为 30 至 40 倍的中段。Netflix 的市盈率约为 90 倍，而亚马逊公司(Amazon.com Inc.,
AMZN)市盈率约为 130 倍。

即便是估值更高的互联网企业，很多投资者也愿意为这些公司的快速增长买单。
摩根资产管理(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全球市场策略师 David Lebovitz 表示：“过去 10 年来，
由于整体经济形势暗淡，互联网类股已获得额外提振。”他建议客户青睐该类股中估值不如最热门互联网
股那么高的公司。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最受欢迎互联网公司的疯狂追逐仍然让很多市场观察人士担忧。其中一些交易发生在
与科技股相关联的期权中。期权合约持有者有权选择在特定日期以特定价格买入或卖出股票。向投资者出
售期权的银行和其他公司之后往往会通过自己交易科技股来对冲股价的上涨或下跌风险，这股力量可能会
加剧市场动荡。今年早些时候，日本企业集团软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oftBank Group Corp., 9984.TO)
是科技股期权的大买家。
有关科技股在标普 500 指数中集中度的分析是以信息技术和通信服务行业的公司为基础的。值得一提的
是，这些公司中不包括亚马逊，这家电子商务巨头属于非必需消费品行业。如果将市值约为 1.6 万亿美元
的亚马逊纳入，将令科技类股对市场的影响力变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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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标普 500 指数是市值加权指数，因此今年大型互联网公司股价的上涨盖过了多个类股下跌的影响。另
外一项数据可以说明大型互联网公司在这场疫情期间的强劲程度，与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相比，标普 500
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领先近 10 个百分点，这一差距创下自 1990 年代末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浦瑞兴金融集团(PNC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首席投资策略师 Amanda Agati 表示：“这种背景持续
的时间越长，这些股票与大部队的距离就会拉开得越远。”该集团最近看好与远程工作和远程学习联系更
紧密的公司，比如科技、医疗健康和消费必需品公司。
近几周来，亚马逊和其他大型互联网公司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审视，民主党牵头的一个众议院小组近期认
为，国会应该考虑迫使这些科技巨头将自身占主导地位的在线平台与其他业务分开。
几乎没有分析师预计大型科技公司很快就会被拆分，并且此类监管行动往往会缓步实施，但许多投资者认
为未来几周监管事宜可能成为另一个波动性来源。
Blueprint Capital Advisors 首席执行官 Jacob Walthour 表示：“我看好科技股，唯一真正让我感到紧
张的是政府干预的可能性。”不过他还是建议客户多关注科技股、亚马逊等电商公司和电动汽车制造商特
斯拉(Tesla Inc., TSLA)，因为这些公司具有增长潜力。
行业/板块
郭明錤：受惠 iPhone 12 預購優於預期，將帶動供應商短期股價上揚
TechNews 作者 Atkinson | 發布日期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0 月 13 日蘋果發表新款 iPhone 12 系列智慧型手機之後，因為後續的預購狀況優於預期。因此，中資
天風證券知名分析師郭明錤表示，就 iPhone 12 系列的預售狀況來分析，預計接下來將有機會持續帶動蘋
果供應鏈廠商的股價短期上揚。不過，長期間是否維持上漲的趨勢，後續仍需持續進行觀察。
郭明錤在最新研究報告中指出，受惠於 iPhone 12 與 12 Pro 優於 iPhone 11 系列的預購結果，有利近期
蘋果與供應鏈廠商的股價反彈。然而，若供應鏈廠商的股價反彈後，接下來能否持續上漲，仍需視 11 月
的 iPhone 12 與 12 Pro 的供需變化，以及 iPhone 12 mini 與 12 Pro Max 的預購結果來進一步確定。
報告指出，在蘋果開放 iPhone 12 系列預購之後，估計開放預購後 24 小時內的預購訂單達到 170 萬
~200 萬支，相較於之前 iPhone 11 系列的 50 萬~80 萬支來說，狀況優於預期。不過，因為同時間之前
受歡迎的 iPhone 11 系列的降價，也影響了 iPhone 12 系列的部分預購狀況，使得 iPhone 12 系列得預
計交貨時間約為 5~10 天，較預期的運送時間來得快。
另外，因為蘋果的鐵粉初期偏好高階機型、加上受惠於中國強勁需求，以及即將來臨的歐美市場旺季需求，
iPhone 12 Pro 預購優於預期。其中，iPhone 12 Pro 來自中國的需求占全球 35%~45%。而使得中國預
購需求強勁原因除了因華為禁令使部分高階機型的需求移轉之外、5G 基礎建設較普及也有利該機型的銷
售。
而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預購之後，郭明錤預期 iPhone 12 與 12 Pro 開賣後首個週末銷售量將來到 700 萬
~900 萬支，相較 iPhone 11 系列的 1,000 萬~1,200 萬支，iPhone 12 Pro 的初期供應不足限制了首週
末銷量。另外，iPhone 12 mini 與 12 Pro Max 的預購訂單與首週末銷售量將低於 iPhone 12 與 12 Pro。
最後，iPhone 12 mini、12、12 Pro 與 12 Pro Max 的 2020 年第 4 季的出貨占比分別為 10~15%、
30~35%、30~35% 與 15~20%。調降 iPhone 12 mini 出貨比重原因，是因為該機型為不支援雙 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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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與配備小尺寸顯示器。所以，預期在中國市場需求較低，調升 iPhone 12 Pro 出貨比重原因為預購訂
單優於預期。
而綜合以上的因素，郭明錤表示，預期 iPhone 12 與 12 Pro 優於 iPhone 11 系列的預購結果可能會帶動
近期 Apple 與產業鏈股價反彈。但是，預購影響結果、首週末銷售與中長期需求等 3 項因素的狀況不盡
相同，使得三者之間並非完全正相關。所以，預購結果僅能影響供應鏈廠商股價短期變化，長期趨勢仍需
視中長期需求。而即便股價反彈後，能否持續上漲仍需視 11 月的 iPhone 12 與 12 Pro 之供需變化，以
及 iPhone 12 mini 與 12 Pro Max 的預購結果而定。
受禁令衝擊，華為停止支付高通 18 億美元專利授權金
TechNews 作者 Atkinson | 發布日期 2020 年 10 月 19 日

2020 年 7 月份，行動處理器龍頭高通才與中國華為簽署一項專利協議，華為將向高通支付 18 億美元 (約
新台幣 510 億元) 的金額以換取高通的長期供貨，使得高通成為華為的長期供應商，而這其中包含 5G 基
頻晶片，使得兩者過去的專利爭端進一步告一段落。只是，隨著美國政府對華為進一步升高限售令的制裁
措施，在華為無法取得高通 5G 基頻晶片的情況下，目前這 18 億美元的專利費用華為也停止對高通支付。
根據國外媒體的報導指出，雖然自 2019 年的 5 月份開始，華為就已經受到美國限售令的制裁，導致高通
無法將 5G 基頻晶片出售給華為使用。不過，2020 年 7 月份華為仍舊與高通簽屬長期專利協議，其原因
在於雖然華為無法自高通取得 5G 基頻晶片，但仍舊能自高通取得授權來自行生產 5G 基頻晶片之外，還
可以向包括三星或聯發科等取得相關產品使用。而因為自家的產品，以及三星與聯發科的產品當中都有高
通的專利，因此也使得華為必須向高通支付專利費用。
不過，2020 年 8 月份之後，因為美國進一步將強對華為禁售令的制裁力道，使得華為除了無法獲得授權
來自行生產 5G 基頻晶片之外，也無法像三星或聯發科等廠商取得相關產品。如此，在當前華為手機部門
無晶片可用而前途堪憂，使得未來整個部們的生存都可能發生問題的情況下，華為就考量自身的壓力，因
此傳出進一步停止對高通專利費用支付的消息。然而，對此華為及高通目前都沒有表示意見。
報導表示，雖然有人認為華為是基於本身的經營環境考量，停止對高通支付專利授權費用。但也有市場人
士表示，華為停止支付這高達 18 億美元的專利費用給予高通，是要以這筆專利金當籌碼，來換取高通向
美國商務部爭取繼續供貨華為的條件。不過，市場人士表示，在當前美中貿易戰的大環境氣氛下，高通現
階段要爭取繼續供貨華為許可的情況，獲准的機率將不高。因此，後續雙方如何在此進一步的角力與協商，
還有待繼續觀察。
趋势、评论
美国寻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促使后者避开中国通信设备
WSJ / Stu Woo /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0:15 CST 更新

美国政府正着手开展一项旨在说服发展中国家避开中国通信设备的行动，将通过华盛顿方面口中更安全、
附加条件更少的替代性选择向相关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美国国际发展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副署长格利克(Bonnie Glick)是这项行动
的牵头人，她称美国已准备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总价值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和其它融资，用于从来
自民主国家而非中国的供应商处购买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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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克表示，该机构将派遣工作人员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界人士及监管机构会晤，目的是让对方相信，使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 简称：华为)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ZTE Co., 0763.HK,
简称：中兴通讯)这两家中国巨头的通信设备是个糟糕的主意。美国国际发展署主要以提供食品援助而非
技术援助闻名。
华盛顿方面正扩大与中国的技术冷战，提供上述经济援助是其正在部署的一种新工具。出于对间谍活动和
一些贸易行为的担忧，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已在寻求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
两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游说盟友和自己一道在使用 5G 移动技术的网络中禁用中国制造的设备。5G 有望
凭借超高速特点实现无人驾驶汽车、工厂效率提升和其他领域的创新。
美国官员称，中国政府可能命令华为和中兴通讯从事间谍活动或实施网络攻击，但这两家公司和中国政府
均表示，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
美国的上述游说活动最初集中于欧洲的 5G 部署，而且已经在英国和波兰等欧洲国家取得一定成效。其他
国家，尤其是德国，仍在就是否限制或禁用中国制造的设备进行争论。
美国的游说可能会在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挑战。以非洲为例，中国移动设备制造商主导着这个市场。据
研究公司 Dell'Oro Group 的数据显示，对价格敏感的运营商已蜂拥采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这两家
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在非洲和中东的销售额合计占比已达 50%-60%。美国官员称，中国同行向发展中国家
开出了优惠的贷款条件，令后者无法拒绝，美国在这一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
美国对中国科技雄心的遏制已发展为一项多部门的努力。美国商务部对一些美国技术向中国的出口实施控
制，生产先进通信设备和半导体需要这些技术。美国国务院已指示其外交官游说盟友不要使用华为和中兴
通讯的设备。
美国国际发展署本月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简称 FCC)签署了一
项协议，共同应对发展中国家使用中国设备部署 5G 的问题，将把 FCC 的技术和政策专业知识与美国国际
发展署在大约 100 个国家约 1 万名员工的网络结合起来。
格利克表示，向发展中国家发出的信息将涉及两个主题：中国的设备容易受到间谍活动的攻击；国家开发
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等中国国有金融机构提供的设备贷款可能会让这些国家陷入困境。
格利克称，此类贷款会附带很多条款。格利克表示，相关国家会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中国将接管这些国
家的资产。
她说，美国国际发展署的代表将提出一些例子，比如一个负债累累的南亚政府将一个港口卖给了中国国有
实体。
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将采取措施回应美国的行动。中国最大的国际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没有回应置评请
求。
美国国际发展署本身不提供贷款，而是通过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等美国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一名发言人称，该公司可以直
接提供股权贷款，并且其 600 亿美元的投资资本还剩下一半左右，不过这类融资也用于非通信相关交易。
另一家机构美国进出口银行(U.S. Export-Import Bank)表示，通过一项以中国为重点的新举措，该行得以
凭借与中国机构相比有竞争力的条款和利率达成融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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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通信设备企业高管称，中国融资机构往往提供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且偿还计划也是美国和欧洲同行
无法与之相比的。
由于美国缺乏提供 5G 设备的大型移动设备制造商，华盛顿方面计划向与非中国企业达成的交易提供融资，
这些企业包括芬兰的诺基亚公司(Nokia Co., NOK)、瑞典的爱立信(Ericsson, ERIC)和韩国的三星电子
(Samsung Electronics Co., 005930.SE)。Glick 称，美国国际发展署还可能会支持处于开发开放标准 5G
技术早期阶段的小型美国公司。
格利克计划周日前往芬兰，拜访当地政府官员和诺基亚等公司，目的是签署一项协议，就发展中国家的通
信设备选择进行合作。芬兰政府发言人说，芬兰迫切希望讨论与美国的合作，目前正在评估这一提议。
诺基亚、爱立信和三星均拒绝就美国的行动发表公开评论。这些公司的一些高管说，他们欢迎华盛顿的这
一举措，但不确定这是否会对他们的业务产生影响。
不管下个月的总统选举结果如何，预计美国的行动将继续下去。马里兰州众议员鲁佩斯贝格 (Dutch
Ruppersberger)说：“阻止美国、我们的盟友和所有国家与华为和中兴合作，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其
他国家，这不仅仅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使命。”鲁佩斯贝格是民主党针对中国通信设备政策上的主要倡导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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