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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周三公布，其已向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董事会提出合并计划，交易价值 316 亿英
镑，冀打造出对香港、中国内地以及英国三方均有利的全球市场互联互通平台。

•

德国经济研究机构 IfW 周三表示，德国经济将在第三季陷入衰退，该机构并下调对德国经济成长的预
估，原因是贸易摩擦和英国退欧的不确定性。

•

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表示，英国仍有很大的机会在有协议的情形下循序退出欧盟，但若英国未能实现有
序退欧，德国也已经为英国无序退欧做了准备。

•

在消费税调升冲击将至及推动修宪的目标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三宣布内阁改组，延揽了前首相小泉
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且重要职位继续由自己的盟友固守。

•

一个由韩国未来资产环球投资为首的财团周三表示，已经同意从陷入困境的中国安邦保险收购美国 15
家酒店。

•

摩根大通周二公布的调查显示，债券投资者对美国长期公债的看空程度增强，创逾五个月之最，因围绕
美中贸易紧张情势以及全球经济刺激举措的乐观情绪削弱债券需求。

•

据熟悉日本央行想法的消息人士透露，因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范围扩大，日本央行决策者在 9 月 18 日至
19 日的政策会议上，对讨论扩大刺激的可能性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

中国证监会日前召开会议，提出包括多渠道推动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允许优质券商拓展柜台业务等补
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短板等任务。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则撰文称，保持新股发行常态化，进一步优化再
融资、并购重组、减持、分拆上市等制度，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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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宏观经济
韩国就日本对韩贸易限制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 17:32 英国《金融时报》 白艾德 台北 ， 罗宾•哈丁 东京 ， Kang Buseong 首尔报道

韩国已就日本贸易限制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申诉，这是日韩争端的最新升级，这场争端损害了美国
两个关键盟国之间的安全和贸易关系，起因是日本曾对韩国实行的殖民统治。
韩国抱怨称，日本在今年 7 月取消了韩国在从日本进口三种材料方面的特惠贸易地位——这三种材料对韩
国科技企业来说至关重要——这种行为是出于政治原因管制贸易，违反了 WTO 的规则。
日方辩称，该国是基于安全和信任问题而实施的这些新贸易管控。然而，许多分析人士将此举视作对韩国
的一种报复。此前，韩国法院判处日本企业向二战时期的强征劳工进行赔偿，而且韩国政府拒绝将这一问
题诉诸仲裁。
日本的出口限制使外界担忧韩国电子产品制造商——韩国最重要的出口行业——会受到干扰。韩国贸易
部长柳明熙(Yoo Myung-hee)周三表示，这些限制是“直接针对韩国的歧视性行为，是出于政治动机”。
尽管日本官员尚未下令停止出口这些材料，但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和 SK 海力士(SK Hynix)—
—世界最大的两家存储芯片制造商——等韩国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威胁，促使首尔方面宣布采取紧急行
动，投入多达 65 亿美元以减少该国对日本技术和原材料的依赖。
就在韩国决定将此问题诉诸 WTO 的数小时前，WTO 在另一起反倾销案中作出了有利于日本、不利于韩
国的裁决。

2

日韩在 WTO 上演的一系列贸易争端已日益与两国之间不断加深的负面影响纠缠在一起。今年 4 月，当
WTO 在一场有关水产品的日韩争端中做出有利于韩国的裁决时，韩国欢呼雀跃；而现在，日本政府宣布，
它在一场关于气阀的日韩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在有关出口管制的争端中，日本高层官员坚称，这些措施完全是与军备控制有关的国内事务，没有违反
WTO 规则，不是针对韩国法院对战时劳工案的裁决而进行的反制措施。
前 WTO 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最近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这次争端诉
诸 WTO，日本很可能“必须要证明”其关于对韩出口对日本构成安全威胁的说法。
拉米表示：“WTO 有一项条款规定，你可以出于国家安全原因阻碍贸易……假装存在国家安全关切是不够
的。必须要有实质内容。”
WTO 实际上为日韩两国提供了解决贸易争端的论坛——这是两国就强征劳工问题进行更广泛的争论时难
以找到的东西。然而，WTO 上诉机构正面临解体的危险，原因是美国担心该上诉机构在法律方面越权而
阻挠任命新的法官。
如果上诉机构停止运作，WTO 将无法就出口管制案做出任何最终裁决，这将使日本和韩国更难达成和解。
中国暂停对少数美国产品加征关税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 16:47 英国《金融时报》 马思潭 北京报道

中国政府周三采取行动，对 16 种美国输华商品豁免加征关税。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后将就它们之间
的贸易争端展开新一轮谈判。
中国国务院宣布，自今年 9 月 17 日起，中国将在一年的时间里暂停对这些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国务院表
示，这些关税是中方为反制美“301”(Section 301)措施而加征的。
排除清单上包括一些抗癌药、润滑油和少数化学品。猪肉或大豆等美国大宗出口商品未涵盖在内。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表示，它下一步将继续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适时公布后续批次排
除清单。共有逾 6000 种美国商品可能有资格豁免于加征的关税。
上周，中美两国同意在本月晚些时候重启面对面谈判，以缓解两国之间激烈的贸易争端。
中国经济
外资为何还在流入中国？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 03:09 FT 中文网专栏作家 沈建光

近期中国发展高层秋季论坛在京举行。在当前中美贸易争端加剧的背景下，此次发展高层论坛聚焦“贸易、
开放与共享繁荣”这一主题，汇集了 60 名美方代表，包括美国前政府官员、知名学者和行业领袖等。中
美双方政、学、商的代表围绕中美关系、世界经济秩序、全球治理等话题广泛交流，为理解当前贸易纷争
与促进磋商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
笔者参加“重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分论坛，并担任主持人。参与本场论坛的有长期聚焦于全球化和国际
经济研究的专家，前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有深耕政府工作多年的发改委前财金司和规划司
司长、现任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的徐林，有金融实业界代表香港银行学会副会长陈林龙，亦有全球跨国企
业界的代表，如壳牌和可口可乐公司、新西兰乳业恒天然的公司高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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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思想碰撞，笔者深刻感受到，虽然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崛起，中美摩擦加剧，全球外商
直接投资出现了整体下滑的趋势，但得益于中国广阔的市场与稳步推进的开放政策，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反
而逆市上扬，成为中国经济数据中的亮点；跨国企业普遍看好中国市场，并享受中国市场增长带来的利润
贡献，愿意进一步投资中国。当然，目前中国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较强，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倘若未来能
够进一步落实开放措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吸引外资的热门地。
从数据来看，在贸易摩擦的冲击下，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出现明显萎缩态势，2016-2018 年全球 FDI
流入分别下降 5.7%、22%和 13.4%；欧盟、美国持续三年保持负增长，2018 年分别下降 18.5%和 9.2%。
但中国吸引 FDI 并没有出现趋势性下降，2017 年 FDI 与 2016 年持平，2018 年甚至出现了 3.7%的增长，
显示在中国经济放缓的过程中，中国对海外资金的吸引力仍然较强。
在笔者看来，全球对于投资的吸引力出现分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消费市场仍然广阔，
对外资吸引力较强。正如笔者在早前 FT 中文网专栏文章中反复提及的，从 2001 年开始，中国的零售额
便持续快速发展。2009 年中国的零售额只有美国市场的一半，但 2019 年，中国的零售额预计将达到 6 万
亿美元，与美国持平；2020 年中国零售额甚至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零售国。
二是得益于中国稳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根据发改委公布的历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近年来中
国对于外商投资限制性措施的数量已大幅减少，限制和禁止产业也由 2011 年的 117 个下降至 2019 年的
40 个；而自去年博鳌论坛中国提出加大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特斯拉、埃克森美孚、巴斯夫、宝马跨国企
业已经抓紧投资中国，如特斯拉宣布在上海设立超级工厂，项目总投资 500 亿元，埃克森美孚在广东惠州
投资的大型独资石化项目也要涉及金额达到 100 亿美元等等。
笔者的上述观点，也得到了论坛与会专家和跨国企业家的证实。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
生在中国为何能在全球外商投资下降之时出现逆势而上的观点与笔者看法相近，如他提到中国基于《外商
投资法》的修改、负面清单的出台以及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改革是中国在全球投资放缓背景下的明显进步，
也有望引领新一轮投资浪潮。
根据可口可乐公司球副总裁末马修•埃科斯先生的介绍，作为美国企业的可口可乐，目前在中国上海已拥
有最大的全球研发中心。过去 40 年，可口可乐在中国投资超过 130 亿美元，当前在整个中国拥有超过 45
家生产工厂，超过 3 万的本地员工。中粮可口可乐公司现已成为其全球最大的地方性的瓶装饮料生产企业。
壳牌中国主席张新胜在论坛上提出，自从去年 6 月中国取消加油站零售业务限制以来，壳牌在中国的加油
站业务得到快速增长。壳牌在中国有 30 多家的独资合资公司，是中国最大的 LNG 优化天然气的供应商。
壳牌与中海油合作的南海石化项目，总投资已超过 100 多亿美元，远超过公开报道，是壳牌全球，也是中
国最大的合资化工项目。
新西兰的跨国乳业公司恒天然朱晓静分享了其在中国的布局与发展。中国市场业务占据恒天然全球业务的
四分之一，是其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消费者结构的新特征，如年轻化、数字网
络化等让恒天然不仅不减少对中国的投资，而且更加看好未来中国市场的增长空间。
当然，尽管看好中国市场，但论坛上，与会专家也提到了当前中国在市场透明度、公平性以及监管政策等
方面的不足，并给出了改进的建议。例如，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提出加快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的自由
贸易体制的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国际制度建设、构建更加开放便利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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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以及完善金融市场的整合和监管协同是逆转全球化外商投资下滑的必要措施。而跨国企业的代表也从
优化投资环境、依法施政、加强信息和数据交流的便捷性与安全性等方面集中表达了改进的诉求。
窥一斑而见全豹，在笔者看来，此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跨国公司的视角只是中国五十余万家外商投资
企业的一隅，却体现了在逆全球化思潮与贸易战阴影下，各国企业家仍然对中国投资抱有较高期待的事实。
除此以外，中国开放步伐仍在加快，包括近期外管局取消 QFII、RQFII 额度限制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对未来中美谈判的不确定性与外部压力，一方面，积极争取跨国公司共同加入维护全
球化的阵营，另一方面，加快推动对外开放步伐，改善营商环境，特别是减少人为干预、维护市场公平性，
增加政策透明度与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共同抵御逆全球化思潮，加大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
美企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威脅比貿易戰更大
WSJ / James T. Areddy / 2019 年 9 月 11 日 16:20 CST 更新

一項新調查顯示，由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加之中美貿易關係持續緊張，美國公司在華業務發展正在放慢
步伐。該調查着重指出美企在華收入日益疲軟、投資下滑和裁員的問題。
商業遊說團體上海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周三公布的年度調查結果
顯示，該商會有 51%的受訪會員表示，美中兩國相互加徵關稅已殃及其收入。不過，上海美國商會會員指
出，中國經濟疲軟這一與中美貿易戰相互關聯的問題，是給他們的發展前景蒙上陰影的更緊迫因素。
多年來，在上海的美國公司一直對在華髮展機遇持堅定的樂觀態度，而上海美國商會的擔憂主要反映了這
個高增長市場面臨的挑戰，包括當地激烈的競爭狀況以及不斷上升的成本。上海美國商會約有 3,000 名會
員，代表約 1,500 家公司，其中包括賽默飛世爾科技(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nc., TMO)、華特迪士尼
公司(Walt Disney Company, DIS)、聯邦快遞集團(FedEx Co., FDX)、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花旗
集團(Citigroup Inc., C)和富國銀行(Wells Fargo & Co., WFC)。

在今年的調查中，超過四分之三的受訪企業表示他們去年在華業務仍保持盈利，但只有一半的受訪企業預
計今年在華收入將增長，這一比例遠低於去年的 81%及最近幾年的 81%左右。同樣，61%的受訪企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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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們對中國未來五年的商業前景持積極看法。然而，在過去幾年裡，這個數字通常是 80%或更高。現
在，21%的受訪者對未來五年的前景表示悲觀，這一比例在不久前還不到 10%。
該調查結論與上個月對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成員進行的一項調查相吻合。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調查顯示，對中國的樂觀情緒正處於歷史低點，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停止投資，只有
輕微多數企業預計明年在華收入會增長。
近 58%的受訪企業認為，中國經濟放緩將是未來三到五年面臨的最大挑戰，而一年前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受
訪企業認識到這一風險。上海美國商會說，18%的受訪會員今年打算削減在華投資，是去年計劃削減在華
投資的企業數量的三倍。53%的受訪企業表示關稅導致投資支出放緩或減少，20%的受訪企業表示計劃裁
員。
會員以製造業企業為主的上海美國商會表示，市場准入仍是其會員企業的一項關鍵要求，75%的會員企業
不贊成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徵收關稅的做法，因為這些企業更願意與中國進行更深入的接觸。
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企業對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持否定態度，該博覽
會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外國企業擴大業務機會的標誌性倡議。

中國消費者市場繼續吸引着美國公司。然而，上海美國商會的管理人士表示，越來越多的美國公司開始減
少在中國進行採購和生產，科技公司尤為明顯，這反映出他們擔心自己有可能成為貿易戰的目標。該報告
認為，上述減少的可能原因既有關稅因素，也有對中國政府採取行動的擔憂，包括一些非關稅壁壘舉措，
比 如 增 強 監 管 審 查 ， 或 把 外 國 公 司 納 入 不 可 靠 實 體 清 單 。 在 美 國 將 華 為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Huawei
Technologies Co.)列入黑名單後，中國政府已威脅把他們認為損害中國企業利益的美國公司加入黑名單。
製造商正探索在東南亞等其他地區生產或採購產品。最近幾周，家得寶(Home Depot Inc., HD)、百思買
(Best Buy Co. Inc., BBY)和 Urban Outfitters Inc. (URBN)的高管都對投資者表示，他們的供應商正努力
在中國以外地區採購產品，以避開關稅。Kornit Digital Ltd.是一家生產紡織印花機器的以色列生產商，
在美國的業務很活躍，該公司首席執行長塞繆爾(Ronen Samuel)在近期的電話會議上表示：“我們從品
牌廠商那裡聽到這種情況，我們從在中國的客戶那裡聽到這種情況，可以說這一切已經非常明顯，非常非
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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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上海美國商會 6-7 月調查的會員公司數量較過去幾年下降近四分之一，至 333 家。其中一些公司對該
商會表示，他們對於回答有關美中之間愈演愈烈的政治化僵局的問題感到有些不安。有 66%的受訪會員公
司稱，貿易戰將至少持續一年，其中 17%的受訪者甚至預計貿易戰將無限期進行下去。
金融市场
花旗：未来两年金价有望达到每盎司 2000 美元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 11:44 英国《金融时报》 孙德生 报道

花旗集团(Citigroup)分析师表示，随着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美联储(Fed)降息，金价可能在未来两年内达
到每盎司 2000 美元的历史新高。
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银行周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由于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不确定性，加上美国
国内经济疲弱，这种贵金属的价格可能会突破 8 年前的水平，当时金价飙升至每盎司 1900 美元。
在债券收益率为负之际，黄金等无收益资产的吸引力增强，全球投资者都被黄金吸引。目前大约有 15.3
万亿美元的债券以负收益率交易，这些债券如果被持有至到期日，会给买家带来损失。今年金价已上涨
17%，交易价格达到每盎司 1495 美元，使黄金有望实现自 2010 年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年。
花旗表示，利率下调、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不断加大、以及各国央行对黄金的强劲需求，可能会共同进一
步推高金价。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数据显示，各国央行今年的黄金购买量超过了过去 9 年
的任何一年。
阿卡什•多希(Aakash Doshi)等策略师在花旗的报告中称，“我们预计现货黄金价格将在更长时间内走
强……在未来一两年的某个时间点上将再创周期性新高。”
较大的外汇持有者，如持有 3.1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一直热衷于将投资组合多元化，以限制对美元
的敞口。过去 9 个月，中国央行购买了价值 48 亿美元的黄金。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纽约分析师舒基•库珀(Suki Cooper)表示：“黄金在投资组合中的地位
似乎确实被重新点燃了。”
中国央行(PBOC)网站在周末发布的一份公告显示，该行的黄金储备从去年 11 月的 5924 万盎司增加至今
年 8 月的 6245 万盎司。按当前价格计算，该行的黄金储备价值约 940 亿美元。
去年，各国央行购买的黄金是 50 年来最多的，其中以俄罗斯为首。目前，俄罗斯的黄金储备价值约 1000
亿美元。
世界黄金协会理事阿利斯泰尔•休伊特(Alistair Hewitt)表示，新兴市场的各央行都被黄金市场的流动性及
其缺乏违约风险的特点所吸引。他表示，俄罗斯等国也采取了明确的“去美元化”政策。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消费国，但黄金仅占其官方储备的 2.7%。中国的官方储备总值逾 3 万亿
美元。
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大宗商品分析师伯纳德•达赫达赫(Bernard Dahdah)表示：“它们的外汇储备如此
庞大，将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多元化）。”
中国外汇储备的确切构成是国家机密，但官员们此前曾表示，中国外汇储备的货币构成与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收集的成员国数据显示出的全球储备构成大体一致。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美元资产占
中国已配置储备的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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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推文推高债券市场波动率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 03:09 英国《金融时报》 萨姆•弗莱明 报道

最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更加频繁地发推文。
坏消息是，尽管远离这个社交媒体平台有益于心理健康，但如果你从事资产管理为生，你就不能忽视他。
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策略师们对数字进行了分析，结果编制出了——我们不得不为这里展示出
的南极那么冷的冷幽默喝彩——“Volfefe 指数”。
该指数以 2017 年特朗普发表的令人费解的“covfefe”推文命名，旨在确定@realDonaldTrump（特朗
普的 Twitter 账号）对债券市场的影响程度。简言之：相当大。
“总统的言论……从统计上来看，在提升隐含波动率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摩根大通在纽约的这个三人
团队在上周晚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今年 8 月，影响市场的推文频繁出现。”
当然，这个自由世界领导人的推文的影响取决于它们的内容。他喜欢批评伦敦市长、转发右翼推文和抨击
“假新闻”媒体，这些内容不太可能影响市场。
但他日益聚焦于美中贸易谈判以及货币政策，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在货币政策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特朗
普不仅将矛头对准了美联储(Fed)主席杰伊•鲍威尔(Jay Powell)（他上周感叹道：“我是在哪里找到杰罗
姆这个家伙的？”），而且还对准了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他认为德拉吉
“对美国非常不公平！”。他可能在 Twitter 上引导货币战，这种前景值得认真对待。
总的来说，总统一个月发表的推文数量大幅增加，而发推文 5 分钟内 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至少出现 0.5
个基点的波动。Volfefe 指数从今年早些时候的平均 0.05 上升到现在的 0.1。隐含波动率——衡量交易者
对价格走势的预期——显示出这种压力。
摩根大通计算，在特朗普在过去一年的交易时间内发表的大约 4000 条推文中，有 146 条被证明影响到了
市场。该行表示，对交易员而言可喜的是，这些推文大多“正好是在美国利率市场中当天流动性最佳的一
些时间段里发出的”。这意味着至少有可能对特朗普就全球贸易以及全球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困境发表的声
明及时做出反应。
虽然这些声明可能刺激市场，但目前尚不清楚它们是否也会煽动总统的核心选民。摩根大通计算，自今年
年初以来，影响市场的推文吸引的关注者的支持性反应越来越少。点赞和转发似乎与金融市场波动关联不
大。
行业/板块
马云从阿里巴巴退休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 06:17 英国《金融时报》 路易丝•卢卡斯 香港报道

中国市值最高的上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Alibaba)周二在成立 20 周年纪念日上举行交接仪式：其创始人马
云(Jack Ma)从董事局主席的位置上退休，由首席执行官张勇(Daniel Zhang)接任该职务。
这是一家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首次交棒——业内同行腾讯(Tencent)和百度(Baidu)仍然由他们的创始人马
化腾(Pony Ma)和李彦宏(Robin Li)经营——并且在很多方面是最难搞定的。
55 岁的中国首富马云是一位富有魅力的领导者，当年他在一间合租的公寓创立阿里巴巴，将其打造成一
家价值 4620 亿美元的公司。他的继任者是一位低调的前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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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里巴巴的投资者并不担心。自马云宣布计划退休以来，该公司的股价上涨了 9.4%。阿里巴巴已成为
数亿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买卖货物，付款，还是娱乐来源。
其支持者声称，该公司的运作就像一台机器，结合马云的理想主义和“天马行空”思维方式与他的继任者
务实的、注重利润的方法。此外，作为控制阿里巴巴的一个合伙人制度的终身成员，马云仍将留在幕后。
“马云在阿里巴巴的每一平方英寸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雅加达 Alpha JWC Ventures 的合伙人阿
兰•赫拉韦尔(Alan Hellawell)表示。从阿里巴巴成立早期开始，他就一直作为一名分析师追踪该公司。
此次交棒经过精心策划，阿里巴巴经常谈论其深厚的人才池。
但是马云也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一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到 2036 年，阿里巴巴“经济体”将创造 1 亿个就业
岗位，支持 1000 万家盈利企业，为世界各地 20 亿客户提供服务（目前约为 6.54 亿）。
就更为短期的目标而言，该公司今年的目标是商品总价值（GMV，在其平台上销售的商品的价值）达到 1
万亿美元，高于去年的 8530 亿美元。
在当今的气候下，马云的较长期承诺越看越“豪迈”。美中贸易战正在败坏全球化的大环境，并且已经使
阿里巴巴的另一个承诺泡汤，即通过为美国小企业提供在华销售商品的途径，在美国创造 100 万个就业岗
位。
在靠近本土的地方，比如东南亚和印度，阿里巴巴自己的全球化努力尚未取得太大成果；自从被阿里巴巴
收购以来，电子商务平台 Lazada 经历了多次转型。如果阿里巴巴要实现其 20 亿客户的目标，海外市场
是关键。
“我认为所有这些承诺都将渐渐不了了之，”《阿里巴巴：马云和他的 102 年梦想》(Alibaba: The
House That Jack Ma Built)作者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表示。他指出，马云自己的聚焦点已越来越
多地转向非洲，在那里发起了一系列慈善举措。
慈善事业（在教育和农村扶贫等领域）是这位科技创始人策划他的下一阶段人生的地方。也许并非巧合的
是，这与中国政府的目标吻合。
但是，正如克拉克所指出的，马云的才能始终是一种超前几步看清大势的非凡能力。当初他看出了电子商
务的潜力；如今这在中国是一个 2 万亿美元的市场。后来他看出了移动支付的潜力；如今就连这个国家的
乞丐都通过支付宝(Alipay)接受施舍。
在 55 岁（按中国标准一点都不算年迈）退休，可能也是出于这种悟性。“其他人已经因为没有意识到当
家人已经换人而陷入困境，”克拉克表示。“他的天线非常灵敏。”
马云的视野仍然很广。上月，在与特斯拉(Tesla)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辩论期间，他表现出比对
手更为乐观，更踏实。“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英雄（想去火星），但我们也需要像我们这样的英雄（来修
复地球），”他表示。
但是在公司网站上发布的一段告别视频中，他又回到了比较励志的轨道。他说，许多公司在做大之后失败
了。
“很多公司，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们想要下一季度。他们想要营收，他们想要利润。他们忘记
了梦想。阿里巴巴要有梦想，这很重要。”

9

美零售商加快将采购移出中国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 03:09 英国《金融时报》 阿利斯泰尔•格雷 纽约报道

为应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贸易关税，美国零售商正加速抛弃中国供应商，将从家
具到自行车等数千种商品的采购转至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国家。
自美国的最新关税举措——对 112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5%关税——自 9 月 1 日起实施以来，数
个家喻户晓品牌的首席执行官透露了他们的关税应对计划的最新细节。
虽然部分出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原因，美国零售商多年来一直在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华盛顿与北京
方面的贸易争端刺激他们加大了在这方面的努力。
鉴于特朗普总统已兑现其扩大关税覆盖面的威胁——从闹钟到童婴装等消费品都被纳入其中——重塑供
应链的努力势必将获得进一步的动力。
童婴装连锁品牌 Carter's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凯西(Michael Casey)表示，这家纽约上市的公司计
划到今年年底前，将从中国采购产品的比例从一年前的 30%左右降至 20%以下。他在高盛(Goldman
Sachs)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表示，Carter's 已“制定一项计划，如果（额外）关税的风险继续增加，将把这
一比例降至接近 10%”。
柬埔寨已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供货来源国，该公司在北美拥有逾 1000 家门店。凯西说：“我们现在的做法
是假定这些关税将无限期持续下去。”
其他正在将采购移出中国的公司包括 American Eagle，该公司约 30%的产品来自中国。公司首席财务官
罗伯特•马多雷(Robert Madore)上周对华尔街分析师表示，这家目标群体为青少年的零售商计划在未来
12 至 18 个月将上述比例降至 20%左右。
行李箱和手袋设计品牌 Vera Bradley 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瓦尔斯特伦(Robert Wallstrom)表示，这家总
部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公司计划到本财年结束前，将其对中国制造产品的敞口从去年的一半以上减至四分之
一以下。
美国零售商正采取多种策略保护利润率、避免价格上涨。多家零售商正依靠中国商品的供应商来承受成本
上涨的冲击。塔吉特百货公司(Target)上周对其供应商表示，它将拒绝接受新的与关税相关的成本上涨。
零售业高管警告称，重组供应链十分复杂，一些人表示，他们顶住了来自投资者的压力，不愿仓促做出他
们日后可能后悔的采购决定。
G-III Apparel 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戈德法布(Morris Goldfarb)上周在业绩报告会上表示：“一旦你把生产
移出中国……你就回不来了。这些工厂将会倒闭。”
他表示，过去 4 年，旗下品牌包括 DKNY 和 Andrew Marc 的这家时装公司，已将从中国采购商品的比例
从 80%左右降到了 50%以下。但“在我们完全认清问题的严重性和持续时间之前，你仍需要（在中国）
保留一块立足之地”。
咨询公司 Customer Growth Partners 总裁克雷格•约翰逊(Craig Johnson)表示，虽然转移某些品类的服
装、鞋类等商品的生产是合理的，但中国以外的国家常常缺乏必要的设施和劳动力技能，无法生产更为复
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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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用品电商公司 Wayfair 的联合创始人尼拉吉•沙阿(Niraj Shah)在上述高盛会议上表示，虽然加征了关
税，但有一些品类的产品，“（把它们）移出中国从经济上讲仍是不明智的”。
“但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供应商在积极行动，”他表示，并补充称，转移至其他地方的复杂性意味着，他
们通常需要数月时间来实施决策。
12 月 15 日，被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进一步扩大至包括玩具和体育器材。上周，美中官员同意在未来几
周恢复面对面贸易谈判。
中國 8 月汽車銷量同比下降 6.9%
WSJ / Trefor Moss / 2019 年 9 月 11 日 16:20 CST 更新

8 月份中國汽車市場延續下滑勢頭，當月汽車銷量同比減少 6.9%，至 196 萬輛。
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國汽車工業協會(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周三公布，1-8 月
汽車銷量同比下滑 11%，至 1,610 萬輛。
目前大多數汽車行業分析師都預計，今年汽車銷量下滑幅度可能遠超去年錄得的 2.8%的降幅。今年全年
汽車銷量可能不到 2,700 萬輛這一關口，較 2017 年觸及的紀錄高位 2,890 萬輛以及去年錄得的 2,800 萬
輛顯著減少。
作為全球第一大汽車市場的中國上一次錄得月度汽車銷量增長是在 2018 年 6 月份，並且短期內中國汽車
市場基本沒有恢復增長的跡象，在應對國內經濟增長放緩以及消費全面疲軟之際，中國政府並沒有推出任
何重大的刺激舉措。
1-8 月中國乘用車銷量同比下滑 12.3%，商用車銷量下降 4.2%。
電動汽車一度被認為不會受到中國不景氣的大環境影響，但 8 月份電動汽車銷量也同比下滑 15.8%，至
85,000 輛。這是政府大幅削減電動汽車補貼的措施自 6 月底生效以來，電動汽車銷量連續第二個月下滑。
上個月，中國政府出台新政，要求各省通過逐步取消購車限制扶持汽車市場，這些限令當初可能是為了緩
解交通擁堵而實施的。不過，中國政府也曾在今年 4 月發布過類似的行政命令，但只有廣州和深圳兩個城
市因此發放了額外的汽車牌照，這意味着新的指令可能在地方遇到阻力而效果不彰。
苹果公司发布三款新 iPhone 和两项低价订阅服务
WSJ / Tripp Mickle 2019 年 9 月 11 日 13:05 CST

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发布了三款新 iPhone 手机，其中包括一款价格较低的机型，并详细说明了该
公司通过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服务价格进军竞争日益激烈的视频流媒体市场的计划。
苹果公司是在周二举行的重要产品发布会上宣布上述消息的，今年这家科技巨头寻求在对高端产品的偏爱
和对价值的注重之间取得平衡。苹果公司希望通过提供电视流媒体、游戏和新闻等较新的服务来抵消硬件
产品销售放缓的影响，该公司正采取积极的定价策略，以便在这些竞争激烈的领域站稳脚跟。
苹果公司还将其 TV+视频流媒体服务和 Arcade 视频流媒体服务的月费定为 4.99 美元，远低于竞争对手
的收费。若购买新 iPhone、iPad 或 Mac，用户可享一年免费 TV+服务，这项优惠料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
新设备或升级现有设备。苹果公司有能力为该服务提供大幅折扣，因为该公司主要靠硬件赚钱。此外，由
于全球使用中的苹果设备超过 14 亿部，苹果公司还可以利用其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分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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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仅为将于 11 月份亮相的 TV+准备了少量节目和影视剧，因此，面对流媒体竞争对手 Netflix Inc.
(NFLX)和华特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 Company, DIS)提供的更加丰富多彩的节目单，该服务将难以吸
引用户兴趣。不过，TV+月费只有 4.99 美元，远低于 Netflix 的 12.99 美元标准月费和迪士尼为预计将于
11 月份推出的服务设定的 6.99 美元月费。
市场研究公司 Creative Strategies 分析师 Carolina Milanesi 称：“很明显，他们希望用户使用他们的服
务，而不是被迫在他们的服务和 Netflix 或 Hulu 之间作出选择。”她还说，苹果公司可以提供更低的服务
价格，而不影响其作为高端设备生产商在硬件领域的历史品牌地位。
一位熟悉 Netflix 战略的管理人员表示，Netflix 认为低价格对其不构成威胁，因为低价更有可能让 Netflix
的客户在想增加另一项流媒体服务时不会被迫作出选择。
在周二于乔布斯剧院(Steve Jobs Theater)举行的盛大产品发布会上，苹果公司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乔布
斯 12 年前协助创造的这一旗舰设备上。乔布斯剧院是苹果公司园区内的礼堂，以这位苹果公司创始人的
名字命名。三款新 iPhone 11 外型没有太大变化，提供常规的性能升级，譬如更久的电池续航力和新的颜
色，以及更创新的功能，如在暗光环境拍照的夜间模式以及长按摄像键就能拍摄视频的功能。
苹果公司将其最受欢迎的机型降价 50 美元，扭转此前连续三年提价的势头。 iPhone 11 是对去年 XR 机
型的升级，尺寸为 6.1 英寸，起价 699 美元，配有双后置摄像头。 iPhone 11 Pro 和 11 Pro Max 面向高
端市场，配备三个后置摄像头，起售价分别为 999 美元和 1,099 美元。
苹果公司还推出了一款升级版智能手表，电池续航力更久，并且可全天候显示时间，同时将一款早期型号
的价格降至迄今最低水平。
苹果公司没有发布任何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设备，只是在硬件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升级改善，这是近些年的发
布会一贯采用的路数，由此引发人们质疑在首席执行长库克(Tim Cook)领导下的苹果公司的创新能力。乔
布斯的这位接班人把苹果公司发展成全球盈利最佳的公司之一，但却一直没有开发出能与 iPhone 或 iPad
比肩的爆款产品。 iPhone 和 iPad 分别是在 2007 年和 2010 年首次面市，那还是库克接棒乔布斯之前的
时期。
Apple Watch 是在五年前首次推出，整体算得上成功，更近期发布的 AirPod 无线耳机也是这种情况，但
它们都不足以抗住 iPhone 销量下滑的影响。库克自那以后一直致力于推动苹果公司利用硬件设备的成功
来出售更多软件和服务。
TV+服务将于 11 月 1 日正式推出，上档的节目包括"The Morning Show" ，这是由 Reese Witherspoon
和 Jennifer Aniston 主演的有关晨间访谈节目的剧情类网络剧。库克称，其他节目将在之后几个月陆续上
线。
iPhone 销量下滑之际，Apple Watch 和新的订阅服务是苹果公司业务多元化努力的核心。苹果公司的消
费者更换 iPhone 的频率下降，对平均售价近 1,000 美元的新款 iPhone 感到不满。这些情况在中国尤其
严重，而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还忙于应对竞争加剧、贸易局势紧张和经济放缓等问题。
苹果公司还优化了 Apple Watch 的性价比，将 Series 3 起售价下调约 33%，至 199 美元，最新款的
Series 5 起售价仍为 399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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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智能手表定价表明，苹果公司愿意承担关税成本，而不是将其转嫁给消费者。特朗普(Donald Trump)
政府本月对价值 1,110 亿美元中国制造的商品征收 15%关税，Apple Watch 是苹果公司首批受影响的产
品之一。

分析人士表示，苹果公司可以在不影响利润率的情况下消化额外关税成本，因为近年来内存成本的下降能
起到缓冲作用。
为保持增长，苹果公司必须利用过去在硬件方面取得的成功来销售更新款产品和服务，从而从现有客户那
里赚取更多收入。苹果公司在全球拥有超过 9 亿 iPhone 用户，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拥有 Apple Watch 或
者付费使用该公司的流媒体音乐服务。苹果公司已推出几种新配件和服务，以深入挖掘用户钱包，包括
AirPods、一款信用卡和名为 Arcade 的游戏服务。
在苹果公司强调服务和新产品之际，几位知名高管相继离开，包括首席设计师 Jony Ive。Ive 将于今年离
职，创办自己的设计公司。这也重新引发了人们对苹果公司的疑问，即该公司是否还有能力推出一些创新
硬件，再现 iPhone 成为全球最畅销产品之一的辉煌。
Bedell Frazier Investment Counselling 总裁弗雷泽(Mike Frazier)表示，苹果公司的增长已不如从前，
之 前 的 成功 反 而 成为一 个 制 约因 素 。 总部位 于 加 州沃 尔 纳 特克里 克 的 Bedell Frazier Investment
Counselling 管理着约 5 亿美元资产，苹果公司此前曾是其最大持仓，不过今年对该股的投资已缩减。
苹果公司需要鼓励足够多的旧 iPhone 升级换代，以免重蹈去年智能手机销量下滑的覆辙，这一下滑迫使
该公司在 1 月份大幅下调收入预期，为逾 15 年来的首次。在截至 6 月份的三个财季里，苹果公司智能手
机全球销售额下降 15%，至 1,090.2 亿美元。分析人士称，同期出货量估计下降 17%，超过智能手机行
业今年 2%的预期降幅。
华尔街已开始关注苹果公司明年料将推出的 5G 机型，这种第五代无线技术能提高智能手机网速。在把该
技 术 推 向 市 场 方 面， 苹果公司将落后于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 (Huawei Technologies Co.) 和 三 星 电 子
(Samsung Electronics Co.)等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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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r Insights&Strategy 首席分析师 Patrick Moorhead 称，如果没有 5G，苹果公司将失去在中国高端
市场的份额，因为中国将确保 5G 方面的发展，这将促进华为、小米集团(Xiaomi Corp.)和其他公司的销
售，并冲击苹果公司。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出版商道琼斯公司(Dow Jones & Co.)已达成一项商业协议，
通过苹果公司服务提供新闻
趋势、评论
《隐秘战争》：美国长臂管辖与欧美的法律斗争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 03:0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田飞龙 为 FT 中文网撰稿

当下世界里，所有的企业，不分行业，不分大小，不分是否世界 500 强，都惧怕美国的“长臂管辖”。唯
有美国，才可能在全球展开“无死角”的法律追捕。美国司法部在美国域外管制法以及情报系统的强有力
支持下，可以获得全球所有公司的所有经济情报，可以通过美国国内司法程序对任何企业展开制度性威慑，
以巨额罚款和法律程序的冗长威胁，对任何企业的任何投资项目或竞争优势展开致命性打击。能够保护这
些企业合法权益的只有两类主体：所属主权国家和 WTO。然而，既往的维权与抗争实践表明，面对美国
超强的“长臂管辖”能力以及美国市场的强大压力，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实施有效且可持续的抗衡，
WTO 亦难以承担公正裁判及有效制裁美国的国际司法责任。对国家与 WTO 的双重抗争失效，法国人感
受最为深切而刺痛。
继皮耶鲁齐的《美国陷阱》中文版热销国内之后，另一部同类题材的法国著作《隐秘战争》亦旋风般登陆
中国。这两本书可谓姊妹篇，是揭露美国式全球法律霸权主义的典型作品。它们似乎更有可信度，因为它
们不是来自于有着“反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或伊斯兰国家，而是来自“大西洋主义”传统下的欧美阵
营内部。那么，为什么是法国，而不是德国或英国，持续站在了质疑和抵制美国全球法律霸权的战场前沿
呢？这是因为法国有着一种对冲“大西洋主义”的独特的高卢式民族主义，有着对人民主权与爱国主义的
持续探索和追求。高卢民族主义不仅有着法兰克主义的古代渊源，更有着雅各宾主义和戴高乐主义的现代
加持。在法国人的政治心智中，既有着托克维尔式的“崇美情结”，也有着戴高乐式的“反美情结”。法
国人“反美”是在西方民主价值联盟内部寻求政治自主权与经济安全的理性选择，不是非西方世界的各种
反美主义。《隐秘战争》一书为我们呈现了法国是如何被一步步卷入“美国陷阱”以及在美式的“长臂管
辖”中是如何坚定抗争但又遭遇节节败退的。该书对美国长臂管辖法律的本质可谓一针见血：“近年来，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以及针对违犯禁运令的行为的法律，即《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正
在逐渐扩大其域外适用效力。它们适用于所有的企业和个人，‘美国警长’打算将它的法律强加给全世
界。”
与皮耶鲁齐一样，该书作者阿里•拉伊迪似乎同样秉承着“高卢雄鸡”的战斗精神，在本书结尾强烈呼吁：
“如果欧洲想要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地抵制乃至冲破美国司法和经济桎梏；如果欧洲昂首挺胸，对美国这
位欧洲盟友发起还击，那将证明欧洲模式才是正确的，因为公道高于法律。”“公道”是人间的公道，
“法律”是美国的法律。然而，孤立的法国甚至孤立的欧洲似乎难于实现“阻断”长臂管辖的目标，因为
美国霸权的观念与制度基础实在是太过强大。美元、美军、美国互联网和美国高科技，它们组成了严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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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网络，使得任何进入这一网络的企业、个人甚或国家或区域组织，都很难在实质意义上抵抗美国的
法律霸权，因为从体系上替代美国式“强制性公共服务”的备胎计划成本与风险极高，实在难以有效构筑
起来。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贸易结算不用美元，专利技术不用美国成分，以及通信网络不与美
国连接。如果选择完全退出上述的美国系统，企业就只能“部落化”，成为狭小市场范畴内的初级企业，
很难继续维持全球化企业的完整生存。对于美国之外的企业而言，在美国日益严密和严格化的长臂管辖法
律体系下，只有两条道路选择：其一，选择完全“守法”与合规，做美国的“法律顺民”，但不能保证美
国司法公正对待，许多欧洲大型企业已深受其害，中国企业正在成为新的打击对象；其二，选择退出美国
市场及回避美元交易，寻求替代性交易制度体系。
美国“长臂管辖”的法律支柱主要包括：其一，严格的经济制裁法，包括禁止全球企业与特定国家（古巴、
伊朗、利比亚、朝鲜等）的任何交易；其二，严厉的出口管制法，包括对次级出口或转口的严格限制；其
三，无处不在的反海外腐败法，通过精准搜集企业海外腐败经济情报以及打击企业高管，达到瘫痪企业竞
争力的目标。美国构筑“长臂管辖法”的主要动机在于：其一，对美国自身国家安全与战略性企业利益的
绝对化保护，美国的安全与经济优势是这些法律从动议到执行的主要利益动机；其二，后冷战时代情报系
统转场经济领域的制度配合，即原来用于对苏联冷战的整套情报系统在苏联解体后实现了任务转型，致力
于服务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尤其是涉及美国国家安全与竞争优势的利益；其三，对市场道德与法治原则
的美国标准的“国际法化”努力，这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正当性动机，但法律本身遭到了滥用和异化。
拉伊迪揭露了这一法律滥用行为的主要目标：“美国法律有两个目标：对目标公司的财务进行沉重的打击；
削弱这些公司的实力，使它们在美国竞争对手可能进行的收购面前更加脆弱。这种域外立法是美国地缘经
济战略的组成部分，被视为另一种制造战争和捍卫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手段。”
长臂管辖违背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非道德、非法治的后果：其一，许多
非美国企业遭受沉重法律打击，造成与美国同行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劣势；其二，诱导其他国家的法律跟
进，以美国法的规制体系和标准为立法模版，造成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法律的“美国化”及法律殖民化，
对欧陆成文法系的立法与法律解释传统构成威胁和挑战；其三，制造和维系了庞大的“合规法律军团”，
以美国律师和检察官为既得利益主体，不仅造成检察官权力对法官的僭越，更造成律师与客户关系的异化，
律师不能忠诚于客户信任和利益，反而成为检察官的同谋和帮凶。这种由法律制造出来的“职业利益”接
近于边沁所谓的“邪恶利益”。无论是在《美国陷阱》中，还是在《隐秘战争》中，法国人都对美国检察
官和美国律师怀有深深的敌意，认为他们严重偏离了法治原则和委托信任的职业伦理。律师们只管按小时
或服务量收费，只管向检察官提供合规审查报告及最为隐秘的经济情报，而无视委托客户的商业秘密、经
济安全与正当权益。律师们还是美国司法部指派的“合规监督官”的最佳人选来源。美国司法部对“犯错”
的企业，实际起诉的比例不高，大量案件是以“检察裁量”的方式结案，这是一种被严重泛化和滥用了的
辩诉交易机制，以法定的“认罪协议”、“延迟起诉协议”或“不起诉协议”换取被告的巨额罚款及包括
合规监督官在内的一系列整改措施。在逼迫企业实现“美式合规”的过程中，外国企业的损失是巨大和持
续性的：其一，巨额的经济罚款，比如法国巴黎银行被罚 89 亿美元；其二，被超低价恶意并购或分拆的
生存性风险，比如法国能源巨头阿尔斯通的遭遇；其三，企业经济情报与商业秘密的“全裸化”与外泄风
险，美国法律难以保障这些外国企业敏感信息不被竞争对手不当获取；其四，企业高管的个人刑事责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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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与职业道德背反的风险，即通过诱导企业高管合作免罪，造成企业内部信任瓦解与高官道德上的自我背
反。这些后果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政府（巨额罚款和关键性经济情报）和美国企业（打倒竞争对手）。
长臂管辖的最大问题仍然是美国“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以国内法取代国际法，对他国司法主权与他
国企业、个人等构成严重的侵权和损害。尽管这些损害有着“法律”的外观和司法的程序特征，但这些法
律和司法程序本身并不具有正当性及合法性，是一种国际司法僭政。法国和欧洲尽管是美国的政治盟友，
分享着相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但国家利益毕竟是分殊而存在，法律和法系毕竟有着重要差异，以美国法
反向凌驾欧洲法，是美国的全球法律霸权对欧洲的一种“反向殖民”。法国的法学家群体、国民议会议员、
政治领袖以及企业精英对此基本持有一种反对立场。但法国的清醒与抗争在欧盟内部又是相对“少数派”，
很多成员国慑于美国霸权及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实际利益而不敢支持法国的抵制行动，采取了一种“法律顺
民”的策略。然而，随着美国对欧洲企业的长臂管辖造成欧洲经济主权的结构性损害，法国的呼声开始扩
展及得到响应，尽管集体行动仍然举步维艰。拉伊迪的《隐秘战争》揭露了这一场艰难的“反制法律战”
步步惊心的诸多细节，尤其是以欧洲知名企业包括空中客车的案例加以具体剖析。
作为西方文明渊源和法律传统的奠基者，欧洲显然不甘于屈服美国的长臂管辖式“法律殖民”。事实上，
欧洲早在 1996 年就制定了具有针锋相对斗争意义的《阻断法案》。欧洲要阻断的正是美国法律的长臂管
辖及域外效力。阻断法案是一种法律反制，精准针对美国的长臂管辖法律，发展出四种反制性法律技术：
第一，抵制性立法，即严禁本国国民服从美国法的命令；第二，制裁性立法，即对遵守美国法而不遵守欧
盟法的主体实施制裁；第三，否认性立法，即欧盟不承认有关美国法及其派生性决定或命令的法律效力，
不承认其作为执行依据；第四，补偿性立法，即欧盟法准许有关企业或公民在欧洲法院起诉美国法案件中
的受益人或胜诉方，判令后者承担同等赔偿责任，对冲美国法规制效果。遗憾的是，欧盟法的阻断效力不
如预期，欧盟对美国多有妥协，实际上仍屈从美国的长臂管辖。法国亦曾呼吁修订《阻断法案》以增强欧
盟司法强制权，但不了了之，各国在自身立法跟进中也是三心二意，缺乏与美国展开严肃法律斗争的底气
和意志。这提示我们，所谓的“司法主权”的本质在于主权地位是否完整与对等。无论是欧盟整体，还是
法国或其他成员国，在继续接受美国安全保护、情报控制与全球化公共服务的同时，很难凝聚起充分的共
识和力量去反制美国的长臂管辖。拉伊迪在书中更是带有自我反思和批判性地指出，欧洲诸多政治与商业
精英已经习惯了美国的管辖和统治，不仅不可能奋起斗争，反而为美国管辖提供各种辩护理由与利益游说，
欧洲已经深度依赖上二战后的“美式和平”体系。只有“高卢雄鸡”仍在打鸣，在不安分地思考斗争问题，
在思考欧洲的经济主权甚至政治自主权。
全书最后将焦点集中于分析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对欧洲的挑战。伊核协议是欧洲主要政治大国与中俄及
美国共同努力下达成的协议，旨在推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伊朗去核化。“伊核协议”是具有国际法效
力的国际法律文件，也是安理会支持和认可的法律文件，但美国单方面撕毁以及重启对伊朗的全面、极限
化的制裁，不仅构成对国际法的直接违反，而且造成欧洲主要企业在伊朗合法经营权利的严重损害。一边
是特朗普政府关于经济制裁的长臂管辖，一边是国际法以及欧盟法对欧洲企业的合法保护。这里再次触及
了欧盟《阻断法案》是否真正有效力的重大敏感问题。对阻断法案的严格解释与执行，就是对美法律斗争
的常态化，其测试和挑战的正是欧盟的政治意志与法律决断力。如果美国法是一种长臂管辖的“硬法”，
欧盟法就被美国期待为一种弹性化甚至虚无化的“软法”。世界两大主要法系及政治体系在伊核协议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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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冲突，是美国长臂管辖法律史的精彩篇章。拉伊迪认为，这是决定欧洲整体命运的一场战斗，而他的
这部书的正当使命在于“揭露这种邪恶，就是为了在一切追悔莫及之前，努力与之斗争。”维护欧洲经济
主权、司法主权的伟大梦想，需要通过法国乃至欧盟整体的正当而有效的伟大法律斗争来实现。更进一步，
欧洲的这场反美法律斗争，不仅在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还在于代表世界最有资格和力量的主要文明体来
维护国际法和国际正义秩序。
拉伊迪本身并非专业法律学者，而是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正因如此，《隐秘战争》一书的主要定位就不
是关于企业如何“合规”的法律实务指导书，也不是关于国家如何立法以配合美国域外管辖的立法建议书，
而是立足政治主权与国际关系层面展开的法律批判书。拉伊迪敏锐觉察到美国这一套法律体系的非正义性
和对国际治理秩序的结构破坏性，他用具体生动的案例及利益集团分析方法展示了“法律如何被用作经济
战的武器”，以及如何制止美国的超限法律经济战。美国关于长臂管辖的种种辩护理由在欧洲文明前辈面
前无法自圆其说，无法取得公信力。当欧洲奋起反抗美国的长臂管辖时，西方法律文明内部的持续辩论和
制度战争才真正拉开帷幕。作为非西方国家，在欧美之间应当有着清醒和理性的选择，是“唯美是从”式
的法律顺服主义，还是“联欧制美”式的法律建构主义，日益成为第三方不得不面对的政治与法律选择。
总之，《隐秘战争》是法国知识精英的“醒世恒言”与行动宣言，对中国的政策与立法选择也有着重大而
直接之启示。“今日法国，明日中国”已经不再是一种远期预言，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华为处境”就是
美国长臂管辖转向中国的分水岭。面对美国的“法律暴政”，如果迟延决断，绥靖放纵，逆来顺受，其结
果只能是企业和国家的共同屈辱。因此，本着维护国际法秩序与本国经济/司法主权的共同利益，“联欧
制美”应当是中国在国际层面的政策选择。而国内法层面，则一方面要现实主义地指导和培训本国企业做
好“合规”审查与避险工作，最大程度止损，另一方面则需要发展出中国自身的“阻断法案”以及提出保
障中国国家利益的“不可靠实体清单”，以国家立法行动保护国家安全与企业海外利益。无论是欧版阻断
法案，还是中式阻断法案，最为关键的是在全球化基础设施上对美国滥用优势地位的对冲和制衡，欧元本
位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是对美元金融霸权的正当限制，中欧共建“一带一路”及创制更为公平合理全球治理
秩序则是对美国二战后全球管治霸权的结构性制衡，而中欧共同支持和维护现有联合国体制及 WTO 多边
主义贸易框架更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法理批判和正当斗争。面对美国的全球“法律殖民”及其国家利益的
非理性扩张，仅仅依靠“合规”避险式的法律顺服主义远远不足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国际法秩序，唯有
通过国内对等反制性立法及国际层面的制度性合作，才可能构筑一个适当而有力的法律制度基础，以切断
美国的非法“长臂”，驯化美国的国际司法僭政，将其压制约束回国际法秩序框架及相互尊重主权的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范畴之内。美国借由长臂管辖法律进行着所谓的帝国霸权的“隐秘战争”，中欧则可以光明
正大地携手合作，展开正当合法的反制斗争及重构全球治理新秩序的正义事业。
FT 社评：必须遏制“幻影”投资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 16:04 英国《金融时报》 社评

一个幽灵正困扰着全球经济体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幻影”外商直接投资(FDI)目前
占全球 FDI 存量的 40%，总价值约为 15 万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德两国年度国民收入的总和，但这些资本
在接收投资的经济体中没有发挥任何成效。相反，这些世界范围内的资本转移纯粹是为了减少大型企业的
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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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统计的目的是在企业扩张到新的国家时进行记录。FDI 的定义是，投资方取得至少 10%的股权。FDI
历来被各国政府视为一种特别有价值的投资形式，因为它可以提高生产能力，促进技术和管理专业知识的
转移，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它被视为一种具有“粘性”的投资形式，即使在面临压力时也会驻留。
但这种观点正在变得越来越过时。如今大部分的 FDI 来自于并购，而非对新设施进行的所谓绿地投资。英
国脱欧公投后，流入英国的 FDI 升至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但这主要反映了总部位于比利时的百威英博
(AB InBev)收购在伦敦上市的南非酿酒企业 SABMiller。除了伦敦是企业海外上市的目的地之外，这笔交
易几乎与英国经济毫无关系。
更令 IMF 研究人员感到不安的是，FDI 统计数据还囊括了对空壳企业的收购。空壳企业被称为特殊目的实
体，可用于公司内部融资或者持有知识产权和其他资产。这种“幻影”FDI 在投资接收国不发挥真正的经
济作用，但能够让其所有者将利润转移至公司税率较低的司法管辖区，从而减轻企业税负。
少数几个国家占“幻影”FDI 的大头。IMF 的研究显示，卢森堡和荷兰这两个欧盟(EU)成员国占“幻影”
FDI 的近一半。这两个国家再加上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新加坡、开曼群岛、瑞士、爱尔兰和
毛里求斯，共占全球“幻影”FDI 总存量的 85%以上。“幻影”投资的增速超过了世界经济增速。目前，
“幻影”投资约占全球 FDI 总存量的五分之二，而不到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 30% 。
资本家应该为这些发展感到担忧。首先，认为全球化让有权势者选择不遵守国家法律的想法助长了以规则
为基础的贸易体系的崩溃。对企业来说，与税务当局玩捉迷藏可能很有诱惑力，但这带来了长期成本。其
次，积极的税收筹划让较大企业拥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破坏了公平的竞争环境，扭曲了竞争。
现在的 FDI 统计已经不再符合其目的。IMF 需要与其他国际机构合作，开发出衡量国际资本流动的新方法，
把真实投资与“幻影”投资分开报告。将利润转移与兴建新工厂同等视之是没有意义的。不准确的资本流
动数据描绘出错误的全球经济失衡图景。
应对积极的税务筹划的势头越来越猛。经合组织(OECD)正与包括荷兰和卢森堡在内的 129 个国家合作，
力图在明年之前提出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经济学家和税务人员都需要精确了解经济活动真正发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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