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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

华尔街资深人士：如果市场认为美联储失去了控制那才危险 华尔街资深人士 Art Cashin 表示，投资者继续
担心美联储对债市的应对，这导致了交易出现波动。美联储是否失去控制并不重要，但如果市场认为美联储
失去了控制，那将是危险的。

•

美国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短线拉升逾 8.5 个基点，刷新日高至 1.555%，

•

鲍威尔：金融条件趋紧会让人感到担忧。 近期债券市场波动“引起我的注意”。 那些条件没满足之前，美联
储不会加息。 关于加息的指引非常具体，那需要时间（来研究）。 当前，我们还没有取得太多进展。 关键
是要让通胀预期锚定在 2%。 美联储将在缩减 QE 之前进行很好的沟通

•

从多位地方财政人士处获悉，日前财政部已向省级财政部门下达了 2021 年提前批专项债额度。此外，提前
批一般债额度也一并下达

•

百度据悉将获得在港二次上市批准，最快下周开始接受投资者认筹

•

比亚迪：2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10355 辆，去年同期为 2803 辆；1-2 月累计为 30533 辆，同比增长
207.30%。公司 2021 年 2 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 1.354GWh，本年累计装机总量
约为 3.108GWh

•

全国政协委员张云勇：疫情推动中国 5G 提前 6-7 年，今年将再建 5G 基站 70 万

•

江淮汽车：拟与蔚来汽车设立合资公司 江淮汽车公告，与蔚来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合资意向书，双方拟在合
肥市合资设立江来先进制造技术(安徽)有限公司。合资公司的经营目的是通过双方在先进制造技术服务领域
的深入合作，以创新驱动引领生产制造，促进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并探索打造创新的商业模式。合资公司
注册资本拟定 5 亿元，江淮汽车拟认缴 51%，蔚来汽车拟认缴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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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镍跌超 7%，因供应缺口将缓解（3/1 青山实业与华友钴业、中伟股份签订高冰镍供应协议。三方共同约
定青山实业将于 2021 年 10 月开始一年内向华友钴业供应 6 万吨高冰镍，向中伟股份供应 4 万吨高冰镍。）

•

全国人大代表、铜陵有色副总经理丁士启：建议将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从当前的 13%下调至 11%，进一步为
制造业减负

•

全国政协委员贺强：建议在大盘蓝筹股中试行 T+0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在今年
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在大盘蓝筹股中试行 T+0 交易制度的提案》。
“在大盘蓝筹股中试行 T+0 交易制度，可
以在较大程度上改变大盘蓝筹股的状况，有利于推动市场的良性发展。”

股債雙殺！鮑爾演說引爆市場動盪
鉅亨網編譯羅昀玫 2021/03/04 11:52

週四 (4 日) 鮑爾演說似乎沒有讓投資人滿意，過去幾週債市拋售潮引起了他的注意，Fed 不會坐視不管，但鮑爾並
未提任何具體措施，引爆市場動盪，美股挫跌、美債殖利率跳升。
鮑爾上周表示歡迎長期美債殖利率上升後，週四鮑爾於《華爾街日報》網路研討會上發表不同的言論。鮑爾稱：
「我擔心市場的無序狀態或金融環境的持續緊縮會威脅到 Fed 實現目標。」
市場擔心拜登推出的 1.9 兆美元財政刺激計劃將使經濟過熱並導致通膨。
鮑爾回應，隨著經濟復甦，通膨率可能會上升，但這將是暫時的，這些壓力可能不足以刺激 Fed 升息。
鮑爾提到，Fed 耐心接受更高通膨，這可能是一次性的效應，而不是逐年延續的物價增長。
鮑爾還提到，目前前瞻指引非常具體。「這是經濟幾乎完全復甦的景象。這將需要一些時間。」
然而，鮑爾重申 Fed 離實現最大就業率和穩定 2％ 通膨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政策立場適當，如果情況
發生實質性變化，Fed 準備使用它所擁有的工具來促進實現目標。
市場對鮑爾演說反映消極，美股道瓊指數應聲下跌逾 500 點，十年期美債殖利率漲逾 7 個基點，穿升 1.55%，恐
慌指數 VIX 漲逾 12%。
FHN Financial 首席經濟學家 Christopher Low 表示，市場對鮑爾的反應，包括長期殖利率上升，可能反映出人們
對 Fed 如何運作的困惑。一些人曾認為，鮑爾今天將承諾採取政策行動，特別是延長 Fed 資產組合的期限。
Christopher Low 稱，但鮑爾絕不會在企業贊助的活動上宣布扭曲操作 (operation twist)，尤其是在 FOMC 會議
召開的前 2 周。
聯準會將於 3 月 16-17 日召開例行會議，此前 Fed 官員將保持靜默，不會發表任何公開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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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關係
2020 年贝莱德香港上市 ETF 遭遇大规模资金流出
更新于 2021 年 3 月 4 日 02:45 《Ignites Asia》 Echo Huang

贝莱德(BlackRock)一只聚焦于中国内地的 ETF 去年在香港遭遇了最严重的资金流出，尽管香港整体 ETF
行业的资金流入量创下多年来的最高年度纪录。
贝莱德安硕富时中国 A50 指数 ETF (iShares FTSE A50 China ETF)录得净赎回 11.7 亿美元，紧随其后的
是南方东英资产管理公司的富时中国 A50 指数 ETF，录得净赎回 8.978 亿美元。
尽管中国 A 股市场在去年大部分时间里强劲上涨，而且在香港注册的 ETF 市场吸引了逾 30 亿美元的资金
净流入，达到 3930 亿港元（507 亿美元）的新高，这两只 ETF 仍出现净流出。截至 2019 年底，香港
ETF 行业所管理的资产规模为 3380 亿港元。
这两只 ETF 是首批为投资者提供中国在岸股市敞口的投资工具。一些年来，这两只 ETF 逐渐不再受到投
资者的青睐，尽管依然跻身于香港最大 ETF 之列。
安硕富时中国 A50 指数 ETF 于 2014 年上市，截至 2014 年底管理着逾 140 亿美元资产。此后这只 ETF
经历了大规模的资金流出，截至 2 月 22 日所管理资产规模仅为 26.4 亿美元。
南方东英富时中国 A50 指数 ETF 于 2012 年上市，其所管理的资产规模迅速增加，截至 2014 年底达到
48.6 亿美元。但同样，这只 ETF 每年也遭遇大规模资金流出（除 2013 年外），截至 2 月 22 日时，其所
管理的资产规模仅为 18.9 亿美元。
然而，并不只有这两只聚焦中国内地的 ETF 遭遇严重资金流出。
有相当多追踪中国沪深 300 指数的香港上市 ETF 也遭遇了净赎回。在香港上市的 8 只追踪沪深 300 指数
的 ETF 中，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那只 ETF 损失最重，录得净赎回 6.991 亿美元。
行业观察人士表示，尽管中国在岸股市在 2020 年下半年表现活跃，但这种资金流出表明，去年中国爆发
的疫情以及不稳定的美中关系打击了市场情绪。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公司驻香港销售和产品策略主管和弦(Melody He)表示，其富时中国 A50 指数 ETF 的
净赎回反映出，台湾等市场中许多保险和养老金资产所有者在去年并不看好中国 A 股市场。
和弦表示，投资者在 2020 年初中国爆发疫情时就在撤出资金，尽管去年年中出现反弹，但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去年 11 月发起针对中国的投资制裁，使得投资者对中国在岸市场的避险情绪再次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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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东英富时中国 A50 指数 ETF 今年 1 月继续出现资金流出，原因是受美国投资禁令影响，许多投资者
仍在考虑他们希望投资哪些中国在岸股票产品。
制裁令许多被动型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者尤其头疼，对于那些投资了被五角大楼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
中国企业的 ETF，他们不得不决定是撤资还是要重新配置资金。
其中许多中国企业在香港、中国内地和美国等地主要交易所上市，并拥有广泛的外国投资者，包括贝莱
德、先锋和道富环球投资管理。
香港两只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 ETF 出现资金流出，也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投资者现在有了更多投资
中国在岸股市的渠道，而且更多投资者正在选择主动型投资策略，专注于成长型行业。
当安硕富时中国 A50 指数 ETF 于 2004 年首次发行时，它是投资者能够进入中国在岸市场的为数不多的
工具之一——尤其是在该 ETF 的发行早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机制的设立。
不过贝莱德发言人表示，全球投资者正在减少对中国 A 股 ETF 的敞口——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互联
互通机制等额外的投资渠道——并正在采取一种更为“主动的投资方式”。
该发言人补充称，安硕富时中国 A50 指数 ETF 也受到投资者从 2 月中旬中国农历新年前夕股市反弹中获
利了结的影响。
晨星投资实验室(Morningstar Direct)的数据显示，自 2011 年以来的 10 年里，安硕富时中国 A50 指数
ETF 有 7 年出现资金流出。最大的资金流出发生在 2015 年，当时中国在岸市场大幅下滑，该工具遭遇了
68.3 亿美元的净赎回。
贝莱德还表示，尽管投资者在减少对中国 A 股 ETF 的敞口，但其中一些投资者正在“大举投资”中国的
科技行业。截至 2 月第三周，其安硕恒生科技 ETF 管理的资产超过 8 亿美元。
然而，香港一家外资 ETF 发行机构的一位驻港高管警告称，科技类 ETF 等主题 ETF 很可能会遭遇资金流
入和流出的大幅波动，原因是投资者追逐新主题，抛弃旧主题。
今年 8 月，在南方东英恒生科技指数 ETF (CSOP Hang Seng Tech Index ETF)首次发行期间，由于极端
的价格波动，一些散户投资者蒙受了巨大损失。该 ETF 在首日交易中实现了创纪录的 30 亿港元日成交
额。
传统基金会将香港和澳门自《经济自由度指数》除名 因经济政策由北京控制
路透香港 3 月 4 日

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最新公布的 2021 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不再将香
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独立评分，剔出指数之列；虽然这两个特别行政区享有的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
为本身居民带来较内地居民更多的经济自由度，但近年的发展明确显示，这些政策最终由北京控制。
新加坡今年继续被评为全球经济最自由的经济体，得分上升至 89.7；香港被剔出后，新西兰登上第二
位，去年排第四的澳洲则晋身三甲，但两者的评分较去年轻微下跌。
中国在今年的指数排名 107，评分 58.4，较去年 103 位及 59.5 的评分均有所下跌，得分下跌主要是因为
其财政状况下滑；去年香港排名第二，失落保持 25 年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地位，而澳门则排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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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基金会表示，在将来适当时候，香港或澳门与经济自由相关的发展，将会被考虑在对中国的评估之
内。
报告指，在今年的指数排名中，中国在 40 个亚太区国家中排行 20，整体评分低于区及全球平均水平。
去年 6 月 30 日，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美国决定终止香港根据美国法律享有的特殊地位，并确定
香港“不再具有足够的自治权以支持其获得相对于中国的区别对待”。
調查：近九成美國人視中國為競爭對手而非夥伴
2021-03-05 01:36 中央社 華盛頓 4 日綜合外電報導

皮尤研究中心今天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過去 3 年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已顯著惡化，近九成受訪者表
示，他們視全球第 2 大經濟體中國為競爭對手或敵人，而不是夥伴。
皮尤研究中心 2 月對 2500 多名美國人進行一項調查，接受調查的美國受訪者中有 70％認為，即使會傷
害雙方經濟關係，華府仍應在人權紀錄方面挺身對抗北京。
報告說：「在與中國的雙邊關係中，美國人希望更加注重人權–即使要以犧牲經濟關係為代價。」
皮尤的這項調查表明，對拜登總統有效地與中國打交道具有信心的美國人略過半數（53％），但比例低於
其他全球問題，例如恐怖主義、氣候變遷、使用武力和管理貿易。
整體而言，自 2018 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急劇上升，與 3 年前的 46％相比，有 67％的受訪者
對中國持「非常冷淡」或「冷淡」的看法。在接受調查的美國人中，只有 11％的人對中國抱有熱情。
報告指出，自 2020 年以來，認為中國資助的網路攻擊和北京的人權紀錄是「非常嚴重的」問題者，都激
增了 7％，分別達到 65％和 50％。
過半數的人也把美國流失至中國的就業機會以及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力量視為非常嚴重的問題，較去年同
期增加 6％，分別達到 53％和 52％。
美中關係在美國前總統川普任內最後一年重挫至數十年來最低點，華府在貿易、2019 冠狀病毒疾病爆
發、間諜活動、人權以及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張均把矛頭指向北京。
大中华地区
北京修改香港選制 張業遂：與時俱進、落實愛國者治港
2021-03-04 22:35 聯合報 特派記者呂佳蓉／北京即時報導

大陸全國人大會前記者會今日登場，今年人大安排審議有關修改香港選制的議程。大陸全國人大發言人張
業遂表示， 近年情況表明，香港選制需與時俱進，為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張業遂表示，香港的選舉制度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情況表明，香港選舉制度需要
與時俱進、做出完善，為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提供健全的
制度保障。
張業遂指出，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憲法與基本法賦予的職權，從憲制層面
對香港選制做出決定，是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利，也是責任。
至於關於這項議程的具體內容，張業遂要媒體關注後續會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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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早大陸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議程將香港議題納入，今年除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十四五規劃與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外，還將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
案）」的議案。
泛民 47 人全部收押 王丹：中共要徹底摧毀香港
2021-03-04 22:36 中央社 台北 4 日電

香港泛民主派 47 人被控涉嫌違反國安法案，經過法院 4 天馬拉松式審理後，47 人今晚全部被收押。中國
民運人士王丹隨即發文痛批中共「這已經不是治理香港，這是要徹底摧毀香港」。
王丹今晚透過臉書發文說，今天的宣判，也再次證明中共已經徹底淪為法西斯政權，已經是全世界自由民
主力量的公敵。他強烈譴責中共的暴行，也籲請獄中的香港手足保重身體，更希望港人能夠撐住。
王丹強調，他們絕對不會放棄對香港的支持，也絕不會對於中共的惡行袖手旁觀。香港今天的人權災難，
連同發生在新疆和中國內地的各種人權災難，已經證明中共沒有資格舉辦（北京冬季）奧運會，他們將為
此做出努力。
針對泛民 47 人被控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香港西九龍裁判法院法官今晚裁定
案件延至 5 月 31 日審訊，只允許其中 15 名被告保釋，其餘 32 人還押。
但控方律政司立刻提出覆核要求扣押他們，因此 15 人今晚也不能保釋外出，留待高院 48 小時內裁決，
等於 47 人全被收押。據香港電台報導，這 15 人的家屬得知結果後，在庭外痛哭失聲。
報導引述香港民主人權陣線召集人陳皓桓表示，律政司覆核的決定，反映政府「失去人性」。他批評初選
變違法已經荒謬，再加上連日審訊，折磨被告及爭取民主的香港人。
金融市场
利率上升恐慌未来会继续让股市陷入动荡
WSJ Justin Lahart 2021 年 3 月 4 日 13:40 CST 更新

过去几周，美国国债市场令股市陷入剧震，投资者或许应该习惯这种局面。
随着新冠病例数量的减少，每周有数百万美国人接种疫苗，以及政府可能出台新一轮的救助措施，人们对
今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越来越高。1 月初，IHS Markit 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2021 年第四季度国内生
产总值(GDP)将较上年同期增长 4%；而现在这个数字是 5.5%。
预计经济将转强，这对企业的盈利前景来说是利好，但也推高了长期利率，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
从年初的 0.93%升至 1.41%。这并不罕见，因为长期利率通常会随着经济前景的改善而上升，但话说回
来，股价在复苏之初往往不像现在这么高。
根据 FactSet 的数据，标普 500 指数价格约为分析师预期未来一年盈利的 22 倍，接近 20 年来最高的预
期市盈率。2009 年 12 月，也就是上一次衰退结束后 6 个月，标普指数预期市盈率约为 14 倍。
其结果是，即使美国国债收益率相对较小幅度的上升，让债券相对于股票更有吸引力，也会引发市场震
荡。这一点对于估值非常高的科技股来说尤其如此。自去年春天以来，科技股一直是最大的市场赢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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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是受到经济前景改善的推动，股市就可能消化长期利率上升的影响。但这并不意
味着这个过程会很顺利。一个问题是，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然后迅速
上升，而不是逐渐上升。
美联储层面。美国央行的官员明确表示，他们计划让短期利率保持在零水平附近，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和
抵押贷款证券，直到经济稳步走向健康发展，但是如果新冠危机真的消退，国债投资者可能尤其会质疑美
联储继续购买资产的承诺。这可能导致债券市场出现突发性波动，这也会搅动股市。
不难想象，未来几个月美联储会担心美国国债市场过度反映了预期，并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平息事态。
如果今年经济真的有所改善（当然，这种可能性取决于抗击疫情的行动是否顺利），股市可能会经历一段
普遍乐观的时期，其间会出现恐慌的、由利率主导的抛售。换句话说，市场近期的波动可能只是未来走势
的一种预演。
【Bloomberg】最安全的美國公債市場上周閃崩 原來真有流動性之謎
2021-03-03 16:29 經濟日報 編譯／劉忠勇

債券交易員多年來常有這麼一句話，全球最大債券市場流動性無虞，除了真正需要時例外。
上周美國公債殖利率驚心動魄地翻揚，或許為這樣的鐵律提供又一證據，也在這個全球規模 21 兆美元市
場裡引發又一波的反思。股票市場很容易突然間大漲大跌，但在大部分地區視為無風險的利率指標的政府
債券市場中，出現這種閃漲，本來就該少之又少。
然而，美國公債卻不時大起大落。有些市場人士認為，這跟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加強對銀行監管有關
係。2014 年 10 月殖利率無故發生 12 分鐘內崩盤又反彈，曾一度對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引發關注。一年前
在疫情掀起的混亂中，避險基金槓桿操作失靈導致恐慌性拋售加劇，再度暴露了這個問題。再來是上周，
30 年期公債券買賣價差創下 2020 年 3 月市場恐慌以來之最。

30 年期公債買賣價差拉大，顯示流動性惡化。 圖／擷自彭博

Medley Global Advisors 全球宏觀戰略董事總經理 Ben Emons 說，最近的狀況「深刻提醒我們，在最
深廣的債券市場，流動性突然消失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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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這個龐大的市場如今這麼容易突然震盪，是否跟銀行持有美國公債會更加困難有關？有分析人
士說，聯準會（Fed）放寬銀行資本要求的措施將於 3 月 31 日結束，是否延長還不確定，因此加劇了上
周的動盪。外界認為，在疫情初期實施的這一措施，讓銀行更容易在資產負債表上增加美國公債。
2014 年的狀況，已引起對市場結構的深入研究，而監管機構也推行像是增加透明度的若干改革，市場也
預料未來可能還將有更多措施來加強市場結構。
聯準會（Fed）理事布蘭納德周一在國際銀行家協會的講辭中指出，「儘管發生像與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相
關的資金流動規模和速度的可能性相當低，但這一危機凸顯了極其重要的美國公債市場的弱點，值得謹慎
分析。」
上周債券市場暴跌（後來大致已收復失地）有很多潛在的元凶，從經濟數據好轉，到較為技術面驅動因素
都有。Fed 超寬鬆政策以及美國可望推出財政刺激措施，讓投資人押注經濟成長和通膨加速。此外還有一
波凸性避險(convexity hedging)，以及期貨投資顧問（CTA）在內順勢投資人的平倉。
瑞信策略師波札爾（Zoltan Pozsar）認為，這波走勢始於亞洲，債券投資人對澳洲和紐西蘭央行視為鷹
派的跡象有所反應。利率差額交易（carry trade）和債券市場上其他槓桿部位被清理後，這種投資情緒接
著蔓延到美國。上周四災難性的 7 年期公債標售，更加劇這場波動。
摩根大通策略師 Henry St John 等人在報告中寫道，上周的狀況 「讓人想起近年來其他一些主要歸咎於
美國公債市場微結構惡化的重大事例」。
摩根大通匯整的資料顯示，美國公債流動性的一項關鍵指標──市場深度，即在價格並無大幅波動情況下
的交易能力，在 2020 年 3 月重挫至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從未出現的水準。上周，這種嚴重的流動性短
缺局面並未再次出現。
債券市場上周的暴跌只是短暫衝擊了股市，在月底買盤推動美國公債殖利率大幅回落之後，本周美股再度
上漲。
Fed 去年 3 月將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準，推出了一系列緊急貸款機制，並擴大了債券購買規模，以確保較
低的借貸成本得以維持並平穩市場運行。市場運作失靈，已經引發監管機構和市場人士要求改革的呼聲。
目前為止，美國公債已經穩定下來。波札爾指出，殖利率的飆升，為一些價值投資人提供進場並獲得額外
收益的機會，實際上也有助抵銷槓桿投資人上周急著退出的影響。
高盛：除了可可、鋅，每種原物料都陷入結構性短缺
作者 MoneyDJ | 發布日期 2021 年 03 月 04 日

去年底就看好原物料啟動多頭循環的高盛直指，此波除了可可、鋅，每種原物料都陷入結構性短缺市場。
MarketWatch、Benzinga 3 日報導，高盛由分析師 Jeffrey Currie 帶領的團隊發表研究報告指出，疫情
封城，損害服務及商品的消費活動，希望刺激經濟、阻止病毒蔓延的家庭及政府，則創造了額外需求。報
告稱，可從重分配政策（Redistributional policies）、環保政策（Environmental policies）及供應鏈
變通計畫（Versatility in supplychain initiatives）三面向理解原物料市場現況。
高盛直指，本次原物料多頭是由需求帶動、而非供給。各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已經出現變化，舉例來說，美
國跛腳鴨國會通過 9,500 億美元財政刺激方案，歐盟倡議環保，中國則加速庫存重建循環。不只如此，拜
登政府也努力在國會推動 1.9 兆美元疫情紓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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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中國、美國都已加快腳步，強化關鍵供應鏈的防禦工事。中國已在考慮限縮稀土出口，白宮則
在車用晶片短缺問題出現後，下令檢查美國供應鏈究竟哪些環節較脆弱。
報告稱，這些市場的供應商雖力追需求，至今卻未趕上，這引發需求帶動的通膨壓力，就連石油也是。原
物料是需求增溫、美元與通膨下降的關鍵連結，這也是為何原物料是通膨最佳避險標的的主因。
紐約商業交易所 4 月西德州中級（WTI）原油期貨 3 日勁揚 2.6% 收 61.28 美元。追蹤美國能源類股的
SPDR 能源指數基金（Energy Select Sector SPDR Fund）3 日同步上漲 1.47%，收 49.85 美元；年初
迄今已勁揚 31.53%。
路透社專欄作家 Andy Home 1 月 5 日撰文指出，高盛 2020 年 11 月 18 日就預告，這僅僅是「原物料
長期結構性多頭的開端」。展望 2020~2029 年，類似 2000~2009 年推動原物料多頭的力量，有望再次
出現。
為何會做出這麼大膽的預測？高盛當時認為，全球政府同步減碳所創造的資本支出循環，有機會追上
2000~2009 年由新興市場帶頭的支出狂潮，這不但會直接撼動銅等金屬的需求，對就業市場、原物料出
口國也將帶來乘數效應。
高盛直指，全球政府都暗示，充分就業、增加低收入戶所得，是疫情結束後的關鍵。財富重新分配，對原
物料有正面效果，因為低所得家庭通常會花掉更多額外獲得的收入。不只如此，薪資增加也會促使人們加
速成家，有利需要大量原物料的營建及家具用品。
行业/板块
谷歌限制跨网站追踪用户的举措令广告业迎来大地震
WSJ Keach Hagey / Alexandra Bruell 2021 年 3 月 4 日 11:15 CST 更新

谷歌(Google)限制追踪网络用户行为的举措在广告界引发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一些高管表示出谨慎乐观，
认为这一变化将对消费者有利，而另一些高管则担心这会增强科技巨头谷歌对广告行业的掌控。
Alphabet Inc. (GOOG)周三宣布，从 2022 年开始，该公司的广告工具将不再支持跨网站追踪个人用户
的行为。去年谷歌曾发布类似声明，称计划停止支持被称为第三方 cookie 的关键追踪工具，这与本周三
的举措放在一起来看，表明数字广告领域的最大参与者谷歌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广告行业的许多公司都
依赖于跟踪用户行为并给用户定向投放广告。
广告发布者是利用从人们网络浏览中获取的数据，来确定向谁投放广告，并了解收到广告的人接下来是否
会购买广告中的产品。在谷歌改变政策后，他们将无法获得这两方面的详细情况。
数字广告代理商 PMG 的首席执行官 George Popstefanov 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将失去跟踪和
衡量用户行为的能力，而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操作。”但他支持谷歌做出的这个改变，他认为这更有利
于消费者。Popstefanov 说道：“我认为我们跟踪和衡量用户的能力将发生变化，但我不认为将变
差。”
宏盟媒体集团(Omnicom Media Group)的北美区首席执行官 Scott Hagedorn 表示，谷歌隐私政策的变
化是该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准备施行的不可阻挡的变革趋势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已经为变化的到来规划
了 10 年。”他将这一变化描述为广告界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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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这种规划意味着要找出在不能窥视任何个人身份数据的情况下与谷歌等大型科技平台展开直接合
作的方式。Hagedorn 表示，谷歌的最新举措将加速这种势头。
广告业内其他人则认为，谷歌此举是一种违反竞争的攫取权力的行为。广告服务器公司 Flashtalking 的首
席执行官 John Nardone 表示：“谷歌这是要试图单方面定义互联网的隐私标准。”他说：“这是不恰
当的。”
腾讯变身投资大户，借助交易扩张版图
WSJ Quentin Webb / Jing Yang 2021 年 3 月 4 日 14:45 CST 更新

科技市场的繁荣为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0700.HK, TCEHY, 简称﹕腾讯)带来了巨大
利益，腾讯已经投资了几百家新兴企业，目前坐拥价值约 2,500 亿美元的投资组合。
腾讯最知名的产品是微信(WeChat)，这是中国一款家喻户晓的超级应用。按收入计，腾讯还是全球最大
的电子游戏公司，拥有《英雄联盟》(League of Legends)和《王者荣耀》(Honor of Kings)等热门游
戏。随着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服务在中国的普及，其核心业务的强劲表现推动腾讯香港上市股票上涨。目
前腾讯市值已接近 9,000 亿美元，成为中国最有价值的公司。
腾讯还广泛布局游戏、社媒、娱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的国内外初创企业。随着投资者竞相买入快速增长的
科技公司的股票并追捧相关 IPO，这一策略给腾讯带来丰厚回报。
Sanford C. Bernstein 分析师 Robin Zhu 说：“我半开玩笑地把它称作中国最好的风投基金。”他的团
队估计，截至 3 月 2 日，腾讯针对上市和非上市企业的总投资价值约为 2,590 亿美元。
腾讯在去年 11 月发布的上一份财报中称，截至 2020 年 9 月底，腾讯对上市企业的投资（不包括附属公
司）价值相当于 1,380 亿美元。这几乎是四年前报告的数字的 10 倍。
诚然，腾讯的收益大多是账面上的，如果互联网股票或专注于在华业务的公司的股票遭到抛售，这些收益
就会缩水。疫情期间大涨的许多科技股近期都已回吐部分涨幅。
支持新秀企业一直是腾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公司在 2020 年的中期报告中表示，管理投资组合的主
要目标是加强公司在核心业务方面的领先地位，并为公司在不同行业的连接策略提供补充，特别是社交及
数字内容以及其他服务领域。
新程投资创始合伙人林敏说，作为一家大企业，腾讯比一般的风投拥有更雄厚的资金储备，投资期限也更
长远。新程投资向私募基金的投资者提供流动性解决方案。
林敏说，腾讯的投资团队向来低调，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不容忽视的庞然大物。她表示，身处腾讯生态系
统内的初创公司有望从中受益。
一些获得腾讯支持的企业会利用微信进行宣传推广和客户拓展。例如，美团就拥有多个人气很高的微信小
程序，用户通过这些小程序就能完成送餐等服务的下单和支付。美团于 2018 年上市，目前已成为中国最
大的上市公司之一。
在由阿里巴巴等老牌企业主导的电商市场上，来自微信用户的访问量也推动了在纽约上市的拼多多的快速
扩张。
但腾讯的主要竞争对手基本上是被微信生态系统拒之门外的。微信和国际版 WeChat 合计用户数超过 10
亿，在微信和 WeChat 平台上，用户无法轻松分享阿里巴巴电商平台的链接和抖音(Douyin)短视频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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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而阿里巴巴的电商网站不接受微信支付(WeChat Pay)。抖
音是中国国内版 TikTok，抖音和 TikTok 的母公司为字节跳动
(Bytedance Ltd.)。
腾讯发言人表示，微信和国际版 WeChat 拥有一套旨在保护用
户体验的长期政策。
中国最高商务监管机构一直在审视国内科技巨头的反竞争行
为。最近抖音对腾讯提起了民事诉讼，称微信限制用户直接分
享抖音链接的做法构成了垄断。腾讯则表示，该公司遵循“公
平竞争、开放合作”的理念，并指责字节跳动的相关指控纯属
失实。
抖音发言人表示，该公司相信竞争对消费者有利，可以促进创
新，提起诉讼是为了保护抖音以及用户的权益。
腾讯由亿万富豪马化腾(Pony Ma)创建并运营。此前，腾讯曾在
国内遭遇游戏审批方面的监管阻力，而现在，随着中国政府试
图遏制国内科技巨头的市场影响力，腾讯可能卷入一场更广泛
的压制行动。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最近一位腾讯高管在涉及一名前政府
官员的腐败调查中被中国有关部门拘留。不过分析师和投资者
普遍认为，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蚂蚁集团(Ant Group Co.)
相比，腾讯面临的这类风险较小，因为腾讯没有直接涉足监管
机构目前重点关注的电商领域，而且该公司在进军消费信贷等
金融业务方面也没有那么激进。
腾讯的主要对手阿里巴巴也入股了许多初创企业和上市科技公
司，不过与腾讯相比，阿里巴巴往往更愿意持有被投企业的控
股权。根据 Bernstein 估计，截至 3 月 2 日，不包括蚂蚁集
团，阿里巴巴的投资组合价值约为 260 亿美元。
上个月，中国另一款热门视频应用背后的初创公司快手科技
(Kuaishou Technology, 1024.HK)成为腾讯投资的企业中最新
上市的一家。快手科技股票在香港上市首日飙升一倍多。
截至周二收盘，快手科技市值约为 1,710 亿美元，腾讯持有的
股份价值约为 300 亿美元，是其总投资额的 12 倍以上。腾讯首
次投资快手科技是在 2014 年 7 月，当时，不算上这笔新投资，
这家初创公司的估值只有 6,100 万美元。在快手科技随后的几
轮融资中，腾讯又追加了投资。

11

在中国风投行业，腾讯被认为是一个多产的投资者，该公司在初创领域广泛撒网，很少错过新兴趋势。该
公司的收购交易由总裁刘炽平(Martin Lau)负责，他曾是高盛集团的银行家，目前领导腾讯董事会的投资
委员会。
去年 1 月份，刘炽平在一次被投企业参加的大会上表示，投资是腾讯的核心战略之一，腾讯总计投资企业
超过 800 家。数据提供商 PitchBook 称，腾讯已进行了 327 笔投资，而旗下的企业风投部门腾讯产业共
赢基金(Tencent Industry Win-Win Fund)已进行了 439 笔投资。PitchBook 的数据现实，这两个实体
都跻身全球最活跃的十大企业风险投资者之列。
腾讯比较知名的投资还包括对线上零售商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电动车企蔚来汽车的投资，以及对电子
游戏开发商动视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 Inc., ATVI)和社交媒体公司 Snap Inc.等外国企业的投资。
腾讯高管有时候会出任被投公司的董事，有些投资也会被形容为一种更广泛的伙伴关系的一部分。而在其
他案例中，腾讯的投资似乎属于被动的少数股权投资，在这种情况下，腾讯不占据被投企业的董事会席
位，也无意影响被投企业的战略。
晨星公司(Morningstar)高级股票分析师贝克尔(Dan Baker)说，被投企业也可能因为伙伴关系而获益，就
像美国企业可能因为巴菲特(Warren Buffett)麾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入股而受到提振一样。他称：
“一旦腾讯投资了某项业务......就仿佛这项业务得到了中国科技领域的认可。”
如果市场继续持欢迎态度，可能会有更多腾讯支持的集团上市，比如被誉为中国版优步的滴滴出行科技有
限公司。
恒大汽车为什么能让香港富豪大出手？
更新于 2021 年 3 月 3 日 23:53 英国《金融时报》 韩乐 香港 ， 马思潭 北京报道

世界上负债最重的地产企业力争成为电动汽车领军者，其投资者之一是一名嫁给爱打扑克的亿万富翁兼逃
犯的前小报记者。不过这家企业目前一辆汽车都未卖出。
尽管在将首款汽车推向市场时遇到了困难，但恒大新能源汽车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今年已上涨 81%，使这
家中国内地企业的市值超过 630 亿美元，高于福特(Ford)等传统竞争对手。
但恒大新能源汽车并不仅仅是席卷全球市场的追捧电动汽车热潮的又一例证。有迹象表明，一些有影响力
的投资者将继续支持母公司中国恒大及其众多子公司，尽管恒大面临来自北京方面的压力，要求其控制好
逾 1200 亿美元的债务。
谈到恒大新能源汽车的股票时，Quiddity Advisors 分析师戴维•布伦纳哈塞特(David Blennerhassett)表
示：“如果这不是泡沫，我不知道什么是泡沫。”
1 月下旬，恒大新能源汽车宣布，几位与母公司及其董事长有关系的个人投资者购买了 34 亿美元的股
票。这一消息推动其股价在一个交易日内上涨逾 50%。
许家印持有恒大多数股权，曾是中国首富。他的人脉包括一起打牌的几位香港富豪，比如华人置业
(Chinese Estates)的刘銮雄(Joseph Lau)。刘銮雄 2014 年在澳门被判犯有行贿和洗钱罪。据香港媒体
称，2020 年 1 月，刘銮雄投资了恒大发行的美元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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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交易所公告，恒大新能源汽车今年 1 月的融资中，刘銮雄的妻子陈凯韵(Chan Hoi-wan)出资 4 亿美
元。陈凯韵曾是以亲民主立场而闻名的香港小报《苹果日报》(Apple Daily)的娱乐记者。截至去年 6 月
底，她持有 2.4%的恒大股份；在恒大物业服务业务去年 11 月上市前，她是该业务的投资者。
该物业企业的其他投资者还包括一家与许加印另一个牌友张松桥(Cheung Chung-kiu)有关的公司。张松
桥去年购得伦敦最昂贵的住宅，而且他在去年 9 月恒大债券价格下跌时出手购买了恒大债券。
刘銮雄、陈凯韵和张松桥的代表都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香港中文大学(CUHK)金融与地产专家胡荣(Maggie Hu)表示，香港大亨“多年来（与恒大）建立了战略
伙伴关系，他们的商业利益密切相关，紧密结合在一起。”
专家表示，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放缓，恒大新能源汽车代表着其母公司的多元化尝试。
香港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刘劲表示：“中国楼市的问题是楼价太高，给经济造成巨大风险……因
此，他们在寻找一个新的增长驱动力。”
作为一个囊括中国最大足球俱乐部的庞大商业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家电动汽车子公司原名为恒大健康
(Evergrande Health)，于去年 8 月更名。
但研究公司 GMT Research 的分析师奈杰尔•史蒂文森(Nigel Stevenson)认为，恒大新能源汽车主要专
注于地产开发。他引用了这家电动汽车子公司的现金流报表，其中显示该公司在地产领域持续进行高水平
投资，其中只有一部分用于建设工厂。
从母公司流向电动汽车子公司的信贷额度，让分析师对后者筹集资金的用途产生了疑问。近期恒大一直在
出售资产以筹集资金。
母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在去年 9 月份遭到抛售，原因是有报道称，该公司曾寻求总部所在地广东省政府的支
持。该公司否认了这些报道。
去年 10 月，恒大通过配股融资 5.55 亿美元，而其目标是逾 10 亿美元。此外，恒大获得银行融资的渠道
也受到了去年 12 月底公布的规定的限制。
“在这种艰难的外部融资环境下，恒大更难从中国的银行获得债务融资。”香港中文大学的胡荣说，“为
了筹集更多资金、缓解当前杠杆状况，恒大可以从其子公司筹集资金。”
恒大新能源汽车曾表示，今年 1 月筹集的资金将用于帮助实现其成为“全球最大、实力最强的新能源汽车
集团”的目标，但补充称，此次筹资也将有助于“偿还债务”。该公司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大部分”
所筹集资金将用于研发以及基地建设。
财务报表显示，截至去年 6 月底，恒大新能源汽车对恒大欠账 340 亿元人民币（合 53 亿美元）。另外还
有 310 亿元人民币的借款由其母公司担保，这意味着子公司的债务削减将改善恒大的资产负债表。恒大
新能源汽车计划在中国内地上市，这将筹集更多资金，从而减轻母公司的债务负担。
一些投资者似乎对恒大新能源汽车实现其电动汽车雄心抱有希望。今年 2 月，该公司股价大涨，原因是发
布了一段关于其预产车型的测试视频。但也有人认为该公司的前景更多地取决于母公司，而非任何技术突
破。
布伦纳哈塞特说：“就目前而言，恒大新能源汽车从本质上看像是一个将资金传送给母公司的融资工
具。”但相对于恒大的巨大敞口，恒大新能源汽车筹集到的资金就像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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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禁令擬鬆綁，半導體後市怎麼看？
作者 MoneyDJ | 發布日期 2021 年 03 月 04 日

美國政府改朝換代後，美中關係正式開啟另一新頁。近日外媒報導，美國將對中芯國際的成熟製程解禁；
無獨有偶，中芯 3 日也大動作公告與曝光機大廠艾司摩爾（ASML）達成總價約 12 億美元批量採購協
議。市場也關注，隨著雙方關係走向和緩，全球半導體產業版圖是否又要再起變化？
面對美中新局，台廠將面對那些挑戰？誰又會受惠或受害？《MoneyDJ》訪問產業分析師、供應鏈，盼
能初步釐清後貿易戰時代的可能發展脈絡。
美原則未變，美國利益優先
美中貿易戰於 2018 年開打至今約兩年多，川普時代相繼祭出華為、中芯禁令制裁中國，台灣半導體業者
因此大獲轉單挹注，且漲價效應也是一波接一波；不過，自拜登政府上台後，對中政策反而成為最大變
數，近日傳出美國有意對採購禁令部分鬆綁，這也讓台廠繃緊神經。
不僅如此，中芯國際 3 日發公告，與半導體設備大廠艾司摩爾（ASML）達成批量採購協議，總價 12 億
美元。據艾司摩爾聲明補充，協議原定 2020 年 12 月底到期，經雙方協商後，期限已延長至 2021 年
底。
悶了一年的中芯國際，未來將不再像先前般綁手綁腳，部分人士認為，晶圓代工產業將首當其衝。業界人
士表示，2020 年中芯禁令上路後，本來就不覺得會是全面封鎖中芯，會是有限度開放，除了先進製程要
抓死死，美國會留給中芯在成熟製程的發展空間，才能藉此販售更多設備機台。
他舉例，根據 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統計，中國半導體設備市場規模 2020 年就可搶下全球第
一，未來幾年也將蟬聯寶座。因此，若禁令擴大，恐迫使中國轉向跟日本、南韓及本土廠商買設備，在最
壞的情況下，有可能影響美國設備商約 8%~10% 業績，美國當然不樂見。
晶圓代工 2021 年仍吃緊，2022 年將趨緩
該業界主管私下說重話表示，不論是川普、拜登當家，唯一不變的就是「美國利益」為優先，台灣只能受
兩國角力牽制。他說，台廠這段時間受惠太多，加上半導體重要性與日俱增，美國勢必會重新定義全球科
技秩序，以確保在全球的領先地位。
不過他也說，美國政策應不太會有大方向扭轉，主要是因為半導體產業具高度戰略意義，美國還是需要制
衡中國。但為了商業利益，對中國必須要有一定程度鬆綁，過去因中芯禁令、華為禁令等帶來的轉單預
期，有可能因此減弱，部分訂單或將回流中國，市場醞釀的半導體連續漲價效應有可能戛然而止。
針對中芯禁令部分解禁後，晶圓代工產能吃緊的狀況是否會因此紓解？半導體設備主管表示，設備的
ARO（after receipt of order）約 6~8 個月，也不是隨叫隨有，如果在既有廠區購機擴產，建置好至驗
證完也需要 9 個月到一年，若是蓋新廠更要耗費 2~3 年，短期內供需吃緊狀況恐難以紓解。
那誰是潛在受害者？根據公開資料顯示，從製程別劃分，中芯 2020 年第四季以 55 / 65 奈米占比最高，
占 34%，其次為 0.15 / 0.18 微米占 32.5%、40 / 45 奈米占 14.8%，較先進的 14 / 28 奈米則占 5%，
顯示超過一半營收來自較成熟製程，產品組合與聯電相似較高。
設備商受惠，二線晶圓廠繃緊神經

14

業界人士進一步分析，從進機到量產時間推估，中芯衝刺成熟製程業務，相關效果最快會在 2022 年顯
現。不過以當前需求來看，光是供應中國本土 IC 設計廠商的訂單就應接不暇，加上中國積極推動晶片自
製，必定會優先滿足自家需求，台灣仍可承接國際大廠訂單。
他也提醒，中芯奮力掙脫緊箍咒，台積電因專注先進製程，兩邊約差兩世代之多，中芯很難追得上，一點
都不用擔心。不過較成熟的製程，相對會比較有壓力，尤其中國傾盡洪荒之力扶植晶片產業，未來將重回
貿易戰之前的殺價競爭態勢，這是台廠必須共同思考面對的議題。
另一方面，中芯解禁對設備供應鏈是一大好消息，尤其是過去中國營收占比高的公司。在全球半導體競賽
下，法人看好，ASML 供應鏈的帆宣、公準及應材供應鏈的設備代工京鼎、零組件與備品供應商翔名、瑞
耘、再生晶圓供應商辛耘及中砂等，有機會受惠。
整體而言，綜合目前半導體業者看法，中芯就算鬆綁，由於產能無法短期內到位，2021 年半導體供需失
衡情形將持續到年底。相對之下，目前瘋狂缺貨、搶料下，業界大老最擔憂的反而是重複下單（double
booking），須重視一旦實際需求低於預期，可能會面臨風險。
大陸限購澳洲原料政策 釀出散裝船漲價風暴
2021-03-04 13:06 經濟日報 記者黃淑惠／台北報導

散裝船市場火熱，最新傳出，輕便型的船舶受到需求突然爆發影響搶翻天，一艘 3、4 萬噸的輕便型船舶
日租金價格來到 1.96 萬美元，大幅超過 16 萬噸以上海岬型租金價格 1.4 萬美元。
全球海運市場現在變化完全脫離常軌，業界常常有無法判斷的驚喜行情，從貨櫃輪開始大漲後，市場把目
光放到散裝船市場，農曆年後，原本不被看好的小型散裝船，突然大翻身，市場急著搶船。
輕便極限型的船舶出現一船難求，而且價格是以倍數飆漲，去年日租金能有八、九千美元就已經很好，最
近價格減價現貨價格已經來到 1.96 萬美元，價格飆上去，市場還是搶船搶的很兇。而且，通常小船運價
低於大船，但現在倒掛，小船需求強勁，日租運價逼近 2 萬美元。
BDI（波羅的海運價指數）連續多天反彈，指數在 3 日收盤時來到 1,763 點，上漲 90 點，漲幅為
5.38%，近一個月的漲幅為 32%；然而最近代表輕便型的船舶指數早就漲超過各種船型，波羅的海-輕便
極限型(Supramax)指數 3 日收盤指數為 1,889 點，雖然僅上漲 0.53%，然而近一個月漲幅是 65%，近三
個月的漲幅更高達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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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I)波羅的海海岬型指數今（2021）年來走勢。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

(BDI)波羅的海海岬型指數半年走勢，3 月 3 日收盤價大漲 14.47%。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

而海岬型運價也暴漲，3 日一天漲幅達近 15%。
國內知名的散裝船者都異口同聲表示，這波輕便極限型市況真的很好，主要是受到大陸不願意向澳州採購
鐵礦砂影響，由於過去前去澳洲載運鐵礦砂的都是大型海岬型船舶，經過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跟澳洲採購
後，各家業者庫存用的差不多，過去零星從各地補庫存的情況已經不夠支應，所以今年開春以來，積極找
船到其他出口煤的港口載貨。
市場不解，為什麼租加不租一次可載 16 萬噸的大船前往，而且改用 3、4 萬噸的船前往，其實，原因出
在澳洲過去是煤的出口大國，相關碼頭設備都好，大型船舶作業容易，但目前熱門出口煤的港口包括俄羅
斯共和國、印尼、南非…等，各港口設備跟產量都沒有辦法像澳洲這麼大量，較適合用小型船舶載運，所
以這波市況的變化，再度讓市場跌破眼鏡，載重 3、4 萬噸的船比載重 16 萬噸的船價格還好四成，散裝
船公司的業績包括慧洋、四維航等業者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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