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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

中国外管局周二宣布全面取消 QFII 和 RQFII 投资额度限制，此举料可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开
放程度，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便利性将再次大幅提升。分析人士指出，投资主体多元化
也有利于推动国内资本市场建设，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

德国财长肖尔茨(Olaf Scholz)周二称，德国可以通过向经济注入“许多、许多数以十亿欧元计的”资
金来对抗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

•

来自美国 48 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及波多黎各的检察长周一开始对 Alphabet 旗下谷歌(Google)
展开反垄断调查，此事暗示政府正在不断加强对美国科技巨擘的审查。

•

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周一表示，沙特阿拉伯计划让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在其国内市
场逐步上市。沙特将确定各银行在这家全球最大石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PO)所扮演的角色。

•

美国财长努钦周一表示，在特朗普政府寻求重启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之际，他没有看到经济衰退的威
胁，并补充说，他预计美国经济将迎来积极的一年。

•

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 7 月出口增加，使得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增长引擎第三季有个意外强
劲的开局，表明德国经济或许能够经受住贸易争端和英国退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部分冲击。

•

高盛已下调 2019 年石油需求增长预估，理由是印度、日本和亚洲地区其他非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国家、中东和拉丁美洲的需求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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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宏观经济
IMF 新总裁将面临五大挑战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 06:24 英国《金融时报》 詹姆斯•波利提 华盛顿报道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即将接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出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此前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多边银行的董事会周一表示，她是这一职务的
唯一候选人。
66 岁的格奥尔基耶娃是保加利亚人，自 2017 年初以来担任世界银行 (World Bank)首席执行官。如果她
的任命得到 IMF 董事们的确认，她将面临一系列挑战。缺乏其他被提名人意味着她几乎肯定会获得任命。
作为多边主义的支持者，格奥尔基耶娃预计将会保持拉加德近年的工作重点：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女性劳
动参与和减少不平等。作为世行长期官员以及欧盟援助和危机应对专员，格奥尔基耶娃更懂发展问题，但
对发达经济体的金融麻烦不那么熟悉。
IMF 表示，它希望最迟在 10 月初完成遴选过程。随着格奥尔基耶娃轻松走向获得任命的终点，以下是她
将面临的五大问题。
阿根廷纾困的未来
IMF 史上最大规模的纾困计划——对改革派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的经济治理的 570 亿
美元押注——正陷入岌岌可危的险境。
就在格奥尔基耶娃上任之际，预计马克里将在选举中被赶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根本不把 IMF 或其贷款条款
放在眼里的民粹主义挑战者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马克里败选的前景最近导致比索
汇率大跌，逆转了此前取得的大部分经济进展，并使 IMF 更有可能不得不重新谈判或取代现有纾困计划。
虽然 IMF 捍卫其做法，但批评者质疑这笔贷款的设计和规模，以及它未能赢得阿根廷公众的更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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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放缓
全球经济正在放缓，这给作为世界最后贷款人的 IMF 带来了更大压力。
根据 IMF 自己的、已经一再下调的预测，预计今年世界产出将增长 3.2%，相比之下 2017 年产出增长
3.8%，2018 年增长 3.6%。这种下行趋势加大了更多国家不得不寻求 IMF 支持的风险。
贸易冲突
华盛顿与北京方面之间的贸易战不仅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还使 IMF 这样的多边机构成为冲突中的战场。
拉加德与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都有着稳固的关系；格奥尔基耶娃也是如此。但是 IMF 仍有可能陷入困境—
—如果美国或中国反对其研究，对其基本研究结果提出异议，或者阻挠一场有问题的纾困。IMF 在汇率和
债务透明度方面的工作也将受到密切关注。
筹款
格奥尔基耶娃将不得不最后拍板由拉加德谈判达成的一项协议，该协议将延续 IMF 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借款
安排，它将使 IMF 的资源保持在 1 万亿美元左右。但是，考虑到一场新的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可能会使该
机构面临的需求，IMF 内部的很多人认为这些资源不够。
在 IMF 下一轮筹款努力中，格奥尔基耶娃可能会尝试实现拉加德未能取得的成就：永久性增加资金，以换
取治理变革，为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更多权力——欧盟和美国对此举都将有争议。
老大难国家
除阿根廷外，格奥尔基耶娃还将关注乌克兰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经常从 IMF 借款，但从未能够完全稳
定其经济和金融体系。
随着新政府在基辅就任，乌克兰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与 IMF 达成协议，拿到新的贷款。
经过数月的谈判，巴基斯坦在 7 月争取到新的贷款——尽管美国担心这笔钱可能会被用来偿还巴基斯坦欠
中国的债务——但人们对该计划会否成功存在疑问。
日本戰時天皇曾表示對南京大屠殺心懷悔恨
WSJ / Peter Landers / 2019 年 9 月 10 日 18:15 CST 更新

新公開的記錄顯示，已故的日本裕仁天皇曾私下對 1937 年日本軍隊在中國南京犯下的暴行表示悔意，他
說，他並不完全清楚日軍當時在做什麼，但後悔未能阻止。
二戰後不久裕仁的談話記錄顯示，這位天皇將戰爭的主要責任歸咎於軍事將領，認為是他們讓日本陷入了
一場注定失敗的衝突。但資料還顯示，裕仁對自己扮演的角色也感到痛心，他曾打算在 1952 年發表公開
演講表達悔意，但未能如願。近日，公共廣播公司 NHK 披露了曾擔任宮內廳(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長官的田島道治(Michiji Tajima)所記錄的這些內容，此前，NHK 還播出了一部專題紀錄片。
裕仁天皇從 1926 年到其去世的 1989 年間，一直統治日本。對於他應該承擔的戰爭責任，歷史學家仍有
爭論。日本戰敗前，他一直被視為神靈，他也是日本軍隊的正式首領。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裕仁基本上是個傀儡，對於那些一心想在東亞打造大日本帝國的軍官，他幾乎無力阻
攔。但也有人強調，裕仁實際上參與了軍事計劃的制定，包括親自批准了 1941 年 12 月的珍珠港襲擊。
歷史學家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在 2001 年出版的裕仁傳記中寫道，雖然南京大屠殺是一場計劃外的
行動，但裕仁知曉並批准了在中國的殲滅行動，包括燒毀被認為藏有游擊隊的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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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悔恨，我也有很多。”
——根據日本裕仁天皇助手的記錄，1952 年 2 月 20 日他曾對助手這樣說
----------------------------------------------戰爭結束後，一些效忠於裕仁的高級將領因戰爭罪被處決。裕仁從未接受審判，他繼續留任天皇，只是依
照戰後憲法，其天皇的地位被削弱，成為了“國家的象徵”。
田島在 1948-1953 年間擔任宮內府（宮內廳前身）和宮內廳長官，他的這份記錄提供了一些最清晰的證
據，表明裕仁本人事後認識到，對於那場導致數百萬日本人死亡、全亞洲滿目瘡痍的戰爭，他自己是負有
責任的。
記錄顯示，裕仁曾在 1952 年 2 月 20 日對其助手說：“說起悔恨，我也有很多。”
他提到了日本 1937 年發動的侵華戰爭，包括 1937 年 12 月佔領南京。判處日本戰犯死刑的盟軍法庭指
出，日軍曾在南京街頭肆意殺害中國男女老少，在日軍佔領南京的前六周內，或許有大約 20 萬人被殺害。
田島的記錄顯示，裕仁稱，他通過非官方消息源“依稀聽說南京發生了可怕的事，但沒人公開談論它，我
也 沒 有 去 關 注 。 但 如 果 看 一 下 市 谷 審 判 中 已 經 公 開 的 事 實 ”—— 這 裏 指 的 是 遠 東 國 際 軍 事 法 庭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這場審判也被稱為東京審判——“真是太可怕了”。
他說，在允許軍方激進分子推動戰爭一事上，他“有欠考量”。
裕仁說，他在 1941 年 10 月任命東條英機(Hideki Tojo)為首相時，本希望他能約束軍隊在戰俘營中的行
為，和平解決與美英兩國的分歧。“當然，如果你說我做了錯誤的判斷，你是對的，”裕仁在 1951 年 9
月 10 日如是說。
雖然他承認“看起來，我好像在找藉口”，但他說，他相信戰爭“不可避免”，因為當時，主戰的軍官已
經控制了這個國家。
1951 年 9 月，日本與美國等國簽訂和平條約，次年 4 月，日本正式恢復獨立。裕仁定於 1952 年 5 月 3
日發表講話，慶祝獨立，他告訴助手田島，想利用該場合表達對戰爭的悔意。兩人起草了講話內容，裕仁
要說的話包括：雖然他一直渴望和平，但他放縱國家被主戰情緒裹挾，他對逝去的生命感到“悔恨以及深
切的悲痛”。
然而記錄顯示，當時的首相吉田茂(Shigeru Yoshida)認為，在那個場合提起痛苦的戰爭記憶不合時宜，
他要求田島刪去那段文字。天皇不情願地答應了，並發表了刪節版講話。
田島的記錄佐證了田島的傳記作者加藤京子(Kyoko Kato)的早期研究，後者曾基於其他資料，在 2003 年
的《文藝春秋》(Bungei Shunju)月刊上寫道，裕仁天皇希望在 1952 年的講話中表達悔意，但受到了首
相的阻攔。
中国经济
8 月份中国 PPI 创 3 年来最大降幅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 12:24 英国《金融时报》 吴爱莉 香港报道

由于制造业依然面临压力，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在 8 月份出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而随着猪肉价
格飙升，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徘徊在 18 个月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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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NBS)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8 月份的 PPI 同比下降 0.8%，创三年来最大降幅。路透社
(Reuters)调查预估中值为下降 0.9%。
由于美中贸易局势持续紧张，中国制造商处境艰难。
另据官方数据，8 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 2.8%，与上月持平，高于路透调查预估的 2.6%。
由于猪肉价格跃升 46.7%、其他肉类（包括牛肉）的价格也出现上涨，食品价格上涨了 10%。
在过去一年非洲猪瘟爆发以及随后扑杀生猪以控制疫情蔓延后，中国的猪肉价格大幅攀升。地方政府通过
将冷冻猪肉储备释放到市场来稳定价格。
与香港相邻的广东省周一表示，将在本周中秋节和 10 月 1 日国庆假日前释放 3000 吨冷冻猪肉储备。
中国服务业提升的积极影响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 03:46 FT 中文网撰稿人 钟正生 钱伟

近年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稳定的担忧有所上升。这一担忧的背后，是外部贸易环境恶化与内部投
资萎缩所带来的压力。在 2018 年政治局会议上，以稳就业为代表的“六稳”被反复提及。但实际上，
2018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好于预期，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6 月，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1%，低于 5.5%的预期目标；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 737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67%。
关于中国经济“韧性”的来源，市场有多种解释。我们认为，从中期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中服务业占比提
升可能是一个有益的观察角度。具体而言，服务业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有三：一是，由于
服务业的可贸易属性弱于制造业，服务业占比提升有助于抵御外贸冲击；二是，服务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
能力更强，可以起到“就业稳定器”的作用；三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率并不低，同时能够带动其他产
业的效率提升，是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方面。
一、中国经济中的服务业占比稳步提升
2010 年开始，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与第二产业的差距迅速缩小，于 2012 年前后转正并继续扩大。近
三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平均高于第二产业 1-2%。受此影响，服务业在中国 GDP 中的占比也开始大
幅提升，这一比例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为 40%左右，2018 年底达到 52%，占据半壁江山。这一趋
势在 2019 年得到延续，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03%，增速比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
加值分别高出 0.86 个和 1.48 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52.5%，比上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
将服务业拆分成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两大类。交通运输和仓储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
零售贸易业、金融业、租赁与商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这 7 个部门归
类为生产性服务业，其余门类认定为生活性服务业。2015 年至 2018 年，TMT、租赁商服、金融、交运
仓储等生产性服务业平均增速位居前列，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住宿餐饮、房地产等生活性服务业则
与制造业、建筑业等水平相当。
服务业占比大幅提升，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二、中国经济中服务业占比提升的影响
影响 1：中国经济的外贸依赖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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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产出属性的差异，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弱于制造业。服务业占比上升之后，中国经济对于国内需求更加
倚重，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则趋于下降。因此，虽然目前全球贸易面临收缩压力，但中国经济在受到外部冲
击时韧性会更强。
由于多数服务业产品在可分割性、可储存性、可运送性等方面均弱于制造业商品，服务品的可贸易属性相
对要低一些。因此，出口对于中国制造业部门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服务部门。2005-2017 年间，中国
商品出口增速与制造业产值增速的相关性高达 0.85，简单回归的拟合优度达到 0.72。相对而言，服务出
口增速与服务业产值增速的走势相关性相对较低，二者相关系数与拟合优度分别为 0.53 与 0.28。
可贸易性低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服务业的发展并不高度依赖服务出口的直接推动。近年来，虽然中国经济
中服务业占比大幅提升，但服务品在中国整体出口中的占比并未显著上升，始终维持在 10%左右的低位。
随着可贸易属性更弱的服务业占比逐渐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也在发生着有利变化。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截至 2018 年底，商品与服务净出口在中国 GDP 中的占比从最高点 8%以上降至不足 2%；对
中国 GDP 增长的拉动也从最高的 2%逐渐下滑至 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
对于外需波动的调适能力将更强。
影响 2：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更强
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这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数量超过制造
业部门；二是，同样增速水平下，服务业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更多；三是，服务业提供的就业稳定性更高；
四是，服务业对于高学历与低学历人才都有较强的吸纳能力。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是近年来中
国经济增速下台阶、但大面积失业并未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绝对规模上，服务业成为吸纳新增与转移就业的主要部门。2011 年，服务业超过农林牧渔为主的第一产
业，成为吸纳中国就业最多的部门。截至 2017 年底，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达到 45%左右。2012 年后，
服务业成为接纳转移就业人员与新增就业人员的主要部门。
对服务业就业的一个主要担忧是，人们一直怀疑服务业就业增长源于其滞后的生产率，因此，一旦服务业
升级和效率提升，就业增长可能陷于停滞。但是，我们认为现阶段这一担忧可能言过其实：一方面，我国
人均收入水平仍在不断增长，服务业供给处于初步阶段，服务业发展空间仍然较大；另一方面，科技与效
率提升，虽然有替代就业的属性，同时也在创造更多的就业。一个典型例子来自于方兴未艾的共享经济。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共享经济创造了大量的服务业就业岗位。商务部报告显示，2017 年，共享经济
平台企业新增员工数量占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9.7%；2018 年，共享经济提供服务人数约 7500 万人，共享
经济企业员工数量为 598 万人，分别较上年增长 7.1%与 5.8%；未来三年，我国共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
3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稳就业和促消费方面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相对规模上，同样增速水平下服务业可以创造更多的新增就业。将不同部门的就业人数与对应部门的名义
产值进行简单回归，结果显示，名义产值每增长 1%，服务业就业人员数量增加幅度高于第二产业。2011
年之前，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全国名义增速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011 年之后，中国经济趋势下
行，但失业率不升反降。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2011 年之前，制
造业在中国经济中是支柱产业，而制造业吸纳就业对于经济增速的要求较高，导致失业率与经济增长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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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2011 年之后，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大幅提升，而服务业部门吸纳就业的弹性更高，于是失
业率与经济增长的负向关系被打破。
波动幅度上，服务业就业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更小一些。相对于制造业部门来说，服务业就业具有更强的
粘性，从产出波动到就业波动需要更长的传导时滞。随着中国经济中服务业占比稳步提升，不仅中国经济
的就业吸纳功能会强化，就业稳定性也能得到提高。观察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中从业人员分项的变
动发现，前者与名义经济增速正相关性高达 0.86，而后者相关性只有 0.26，且二者在多数时间段也有明
显分化。
人员结构上，服务业对于高学历与低学历的人员容纳度都较高。2012 年至 2017 年间，城镇就业人数中，
年均增速最快的行业集中在租赁和商业服务、TMT、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房地产等生活性服务业；
虽然制造业累计增加的总人数较高，但年均增速相对靠后。近年来，农民工在制造业中的就业占比下降，
而不断向建筑业与服务业转移。
影响 3：服务业未必是生产率增长的拖累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告别了超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此现象的一种解释是“结构性减速”理
论：随着中国经济中服务业占比的提升，由于服务业生产率增速整体上低于制造业，整体生产率增速与经
济增速随之下行。那么，服务业是生产率增长的拖累吗？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否会因为服务业占比提升
而受损呢？
2008 年至 2013 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出现了明显回落。但 Penn World
Table 数据只更新至 2014 年，按照刘世锦等的估算结果，2015 年至 2018 年中国的 TFP 增速出现小幅上
升。可以认为，生产率增长疲软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放缓，
完全是因为服务业占比提升所造成的吗？未必如此！
首先，中国生产率增速放缓，是各部门均放缓的结果，第二产业降幅甚至更大。按照刘世锦等的测算，
2008-2013 年，中国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皆普遍下滑，第二产业下滑程度甚至大于第三产业。
因此，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并非中国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唯一原因，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自身效率
下降也起到很大影响。
其次，较高的生产率与正外部性，使得服务业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服务业占比提升
损害生产率的逻辑有两个重要假设：一是服务业生产率增速本身更低，二是劳动力从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
向服务业过度转移造成资源错配。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一方面，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速并不低。
2006-2018 年间，中国服务业（第三产业）的 TFP 年均增速最高，达到 1.72%，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则
分别为 0.7%与-0.53%。2015 年以来，服务业（第三产业）TFP 增速震荡回升，除 2017 年外均高于第二
产业。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率增速方面的相对优势，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部门转移也有利于资源的优
化配置。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生产率增速均开始触底回升，这意味着随着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进行，资源配置效率正在边际转好，而服务业占比提升也有利于中国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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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
欧洲清算银行拟开辟中国债市通道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 06:24 英国《金融时报》 唐•温兰 北京报道

欧洲清算银行(Euroclear)计划为国际投资者提供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一条通道，使人民币债务能够在世界
任何地方被用作抵押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证券托管机构之一，欧洲清算银行此举是中国吸引外国投资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同时促
进人民币在全球得到使用的最新步骤。欧洲清算银行计划与国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提供商——中国中央国
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CCDC，中文简称“中央结算公司”）合作，创建这一联系机制。
MSCI 旗舰新兴市场指数近期纳入一些中国股票，以及彭博(Bloomberg)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两家的指数都计划纳入中国政府债务，预计将在未来两年为中国带来超过 2 万亿美元的外国投资。
中国已陆续推出一系列允许外国投资者有限度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机制。2017 年推出的债券通(Bond
Connect)允许外国基金经理在中国政府和公司债务市场进行交易，而无需设立在岸交易实体。
但欧洲清算银行表示，目前中国市场的准入仍然布满官僚路障，例如开立账户和获得投资额度所需的漫长
审批过程。
新的联系机制将寻求简化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间市场的过程，并使中国的跨境结算机制与全球标准接
轨。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那些不愿意走本地化途径的金融投资者，”欧洲清算银行首席执行官瓦莱莉•乌
尔班(Valérie Urbain)表示。她表示，整个计划旨在“防护”外国投资者，使其免受当地要求的影响。
欧洲清算银行周一在上海与中央结算公司签署一项协议，以评估建立这一投资渠道的事宜。乌尔班表示，
该联系机制至少要到 2020 年底才有望实现。
与中国债券市场的其他联系机制不同，该项目旨在允许外国投资者使用人民币计价债券作为抵押品，用来
担保世界任何地方的风险敞口。最终，中国投资者也可能被允许将其持有的本地债务在其他市场用作抵押
品。
接受中国债务作为中国境外的抵押品，将是在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中国早已制定了促进人
民币在国外市场使用的长期计划，但自 2015 年 8 月政府允许人民币突然贬值以来，该战略已不止一次遭
遇挫折。自那以来，全球对人民币的使用已经放缓。
过去三年里，外国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投资几乎增长两倍，达到 3000 亿美元。但一些投资者担心银行间市
场突然出现的波动（比如今年早些时候政府接管一家银行所引发的那种波动，该事件导致市场流动性收
紧）。
行业/板块
欧洲、拉美帮助填补中国猪肉供应缺口
2019 年 9 月 10 日 16:43 英国《金融时报》 汤姆•汉考克 ， Wang Xueqiao 上海 ， 寺园惠美子 伦敦 ， 安德烈斯•斯基帕尼 圣保罗报道

中国大幅增加从巴西和欧洲进口猪肉，试图填补今年国内 1000 万吨的肉类缺口。产生缺口的原因是，去
年中国在国内畜群中诊断出非洲猪瘟后进行了大规模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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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国猪肉生产商为避免生猪感染开始抢先屠宰生猪，此举提振了肉类供应，在一段时间内使猪肉价
格保持低位，抑制了进口需求。自那以后，中国的每个省份都报告发现了这种对人类无害但会使生猪死亡
的病毒，中国的生猪存栏量下降了三分之一。
根据官方数据，从今年 7 月开始，国内猪肉价格增长近一倍，达到每公斤 38 元人民币。
随着猪肉价格飙涨，进口需求重新上升。英国《金融时报》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上周日发布的数据计算得出，
今年 8 月份猪肉进口额同比增长逾 150%，至 25 亿元人民币（合 3.5 亿美元）。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头 8
个月，猪肉进口额同比增长 66%。
作为中美贸易战的一部分，北京方面对从美国进口的猪肉征收 72%的关税，所以中国转向欧洲与拉丁美洲
以增加供应。分析师预计，今年中国将进口逾 200 万吨猪肉。
“中国对猪肉及蛋白质替代品的需求将会改变传统的肉类贸易流向，”巴西动物蛋白协会首席执行官里卡
多•桑廷(Ricardo Santin)表示，“整个国际市场的对华销售前景都很乐观，但这一前景对巴西尤为有价
值。”
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加工商——巴西 JBS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吉尔贝托•托马佐尼(Gilberto Tomazoni)在 8 月
向投资者表示，最新一个季度的对华销售环比增长了 70%至 80%。
他表示：“非洲猪瘟引起蛋白质需求上升，我认为我们现在处于这个影响的开始阶段。”
代表西班牙猪肉生产商的西班牙猪业联盟(Interporc)的国际总监丹尼尔•德米格尔(Daniel de Miguel)表示，
今年上半年西班牙对华销售额增长了 90%，至 4.42 亿欧元，部分原因是猪肉价格上涨。
他表示：“中国对猪肉的强劲需求不仅导致国际出口价格上涨，还导致西班牙国内猪肉价格大幅上涨。”
中国的进口需求增长的同时，非洲猪瘟也在世界其他地方传播，如东欧与东南亚，包括越南、柬埔寨和老
挝。最近，菲律宾成为最新一个确认爆发非洲猪瘟疫情的国家。
因此，欧洲的主要生产商对增加产量保持谨慎。
爱尔兰食品局(Irish Food Board)的彼得•达根(Peter Duggan)表示：“目前非洲猪瘟正在欧洲传播（主要
在野猪之间传播），像德国这样的最大猪肉生产国都害怕扩大生产。”
北京方面已经批准了数家爱尔兰猪肉供应商，中国现在已成为爱尔兰的第二大肉类出口市场，仅次于英国。
达根表示，预计今年对华出口将增长 40%，至 8 万吨。
中国对外国供应商的严格监管限制了其进口范围。要获得对华出口证书，外国供应商需要按北京方面的要
求，通过中国的检验检疫，不得使用莱克多巴胺(Ractopamine)。莱克多巴胺是在美国广泛使用、促进生
猪生长瘦肉的饲料添加剂。
中国副总理胡春华上月对高层官员说，国家面临 1000 万吨猪肉缺口，提高国内猪肉产量是一个“政治任
务”。他敦促，从金融等方面加大对养猪业的支持力度，放松禁养限养生猪的环保规定。近年来，这些规
定导致大量小型养猪场关闭。
但是分析师预计，中国国内猪肉产量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达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高盛(Goldman Sachs)表
示，中国猪肉产量可能到 2021 年中期才能恢复增长。
咨询公司芝华数据(China-America Commodity Data Analytics)的黄劲文(Jim Huang)表示，其结果是，
尽管去年进口猪肉只占中国猪肉消费的 3%，但是该比例在未来几年可能达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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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业拖累全球制造业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 13:35 英国《金融时报》 瓦伦丁娜•罗梅伊 伦敦报道

全球制造业正经历至少 6 年来最严重、地理分布最广的低迷，其原因是美中贸易战拖累全球各地的工厂。
制造业放缓是拖累全球经济的主要因素，这加剧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停滞的担忧，让各国政府和央行面临更
大压力要做好出台新刺激措施的准备。
这场低迷的核心是汽车业。周一公布的一项广受关注的市场情绪调查显示，8 月全球汽车生产商活跃度接
近历史低点。
IHS Markit 全球汽车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所有行业活跃度最大降幅，读数为自 2009 年开始记录
该数据系列以来的第四低。

IHS 工业品、机械设备、金属和采矿业指数也远低于 50，这意味着报告称其活跃度正在减弱的高管人数，
要多于那些表示其活跃度正在增强的高管人数。
结果是，8 月份的 IHS 全球制造业指数连续第 4 个月低于 50，这是 7 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经济学家表示，主要原因是美中贸易战及其对许多国家出口的抑制作用。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CPB
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的数据，今年 6 月，全球货物出口总量同比萎缩
1.4%。
“全球贸易放缓在很大程度上与制造业低迷有关。”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
亚当•斯莱特(Adam Slater)表示，“全球贸易已经萎缩，在非衰退时期出现这种情况是很不寻常的，而且
可能会恶化。”
一项广受关注的指数显示，由于贸易紧张，全球政策不确定性已升至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给商业资本投资带来的压力，仍是拖累全球工业的主要因素。”摩根大通(JPMorgan)
经济学家奥利亚•博里切夫斯卡(Olya Borichevska)表示，“这方面的事态需要改善，才能提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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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调查数据有时可能比硬性经济数据更不稳定，但产出数据反映了市场情绪的下滑趋势。6 月（大多数
主要经济体有可比硬性数据的最近月份），报告制造业产出萎缩的国家数量，5 年来首次超过了报告制造
业产出扩张的国家数量。
今年 6 月，经合组织(OECD) 36 个成员国的制造业产出同比萎缩 1.3%，为 2013 年初以来最糟糕的数字。
这种放缓可能会持续下去：情绪调查数据显示，7 月和 8 月报告制造业萎缩的国家数量有所上升，这将成
为 7 年来制造业低迷地理分布最广的一次。

“自 2017 年底见顶以来，全球制造业放缓的一半以上是由机械、金属和汽车业驱动的。”凯投宏观
(Capital economics)全球经济主管珍妮弗•麦基翁(Jennifer McKeown)表示，“这表明，这与全球投资疲
软密切相关，而全球投资疲软应该已经影响了对机械的需求。”
这种低迷始于欧洲，更具体来说是始于德国——欧洲的制造业巨头，也是最依赖出口的大型欧盟(EU)经济
体。新的欧盟排放测试、对美国将向欧洲制造的汽车征收关税的担忧，以及汽车等非必需开支需求的放缓，
都影响到了欧洲汽车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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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迹象表明这种低迷正在蔓延。经济学家表示，美国一直比德国或日本更具韧性，但现在也受到了影响。
美国 7 月份制造业产出同比下降，8 月份主要情绪指数下滑至萎缩区间。
巴克莱(Barclays)经济学家雅罗斯拉瓦•谢雷普科(Iaroslav Shelepko)表示，美国的“国内（经济）活动似
乎已与全球其他地区一样陷入全面低迷。”
巴西、菲律宾和越南是少数几个仍能未陷入这种低迷的经济体，其部分原因是它们受益于出口导向型制造
业活动，以及由于美中贸易争端而从其他国家转移过来的投资。

然而它们可能无法继续屹立不倒。麦基翁说：“我们预计贸易紧张将会升级，贸易关税很可能将开始蔓延
至其他新兴市场。”
经济学家表示，要想消除全球制造业的低迷，全球经济需要的是要么贸易紧张缓解，要么各主要央行出台
财政刺激措施，但预计短期内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
因此，麦基翁说：“我们预计全球制造业低迷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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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折戟越南，國際化戰略為何舉步維艱？
WSJ / Phred Dvorak / Stu Woo / 2019 年 9 月 10 日 14:10 CST 更新

去年，阿里巴巴集團(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BABA)在越南的公司制定了一項計劃，要把衛生紙業
務做得風生水起。
在該公司總部所在的中國，衛生紙是一種熱門網購商品，交易量通常很大。知情人士說，越南公司的員工
購買了價值數十萬美元的衛生紙，並在網上低價出售。
不過，越南新興的電子商務市場與中國不同。知情人士說，消費者並沒有像預計的那樣蜂擁購買，阿里巴
巴在越南的子公司 Lazada 只實現了最初銷售目標的一小部分。
阿里巴巴長期以來一直統治着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在線購物市場，許多人本來預計阿里巴巴到現在應該已
經征服了其他市場。而實際上，與許多中國科技巨頭一樣，阿里巴巴發現，將國內主導地位轉化為國際成
功是多麼困難。
阿里巴巴在其購物網站上處理的交易
量比全球任何其他公司都多。在截至
今年 3 月的上一財年，阿里巴巴的
6.54 億中國客戶購買了價值 8,530 億
美元的商品，超過了亞馬遜公司
(Amazon.com Inc., AMZN)和 eBay
Inc.在各自平台上的年銷售額之和。
該公司上一財年的收入為 562 億美元，
其中 369 億美元來自中國零售業務，
占公司收入的 66%。
阿里巴巴 2014 年進行了當時全球規模
最大的首次公開募股(IPO)，上市後就
把全球化作為公司的一個首要任務。
儘管該公司在新加坡和印度等地投入
了逾 50 億美元，但一直難以獲得增長
動力。上個財年，阿里巴巴的國際零
售業務收入為 29 億美元，僅相當於公
司總收入的 5%。
這已經成為新任董事局主席張勇所面
臨的一個關鍵問題。張勇定於 9 月 10
日正式從創始人馬雲手中接棒，執掌
阿里巴巴。張勇 2015 年起擔任阿里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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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首席執行長，曾親自監督該公司許多國際業務的開展。與舉止高調、喜愛公開演講和提出激進想法的馬
雲不同，張勇在阿里巴巴員工的眼中是一位更安靜的領導者，他專注於公司的運營細節。
馬雲 2016 年曾對投資者表示，阿里巴巴需要在中國以外地區發展至少 12 億用戶，以實現其服務 20 億用
戶的目標。
部分行動已經顯示出發展希望，比如阿里巴巴旗下全球速賣通(AliExpress)在俄羅斯和巴西的業務平台，
這兩個大市場的消費者都很注重價格。但包括對東南亞等地的更大投資押注，無論是在增長速度上還是規
模上，都落後於競爭對手，並且這些業務一直在虧錢運營。
據知情人士稱，阿里巴巴在駕馭不同於自身的勞動力和市場方面遇到了困難，有時候採用一種在中國行之
有效的自上而下的強硬式管理風格，但這種風格在其他市場就不那麼管用了。
阿里巴巴發言人表示，公司致力於成為一個全球性參與者。他說，東南亞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與專注
於短期、急功近利型收益的競爭對手不同，他們打的是持久戰。
阿 里 巴 巴 在 海 外 面 臨 的 挑 戰 反 映 出 中 國 巨 頭 在 與 亞 馬 遜 公 司 (Amazon.com Inc., AMZN) 、
google(Google)和其他西方競爭對手進行全球競爭時面臨的障礙。許多中國科技公司在國內的蓬勃發展
得益於願意加班加點工作的員工。政府政策同樣對海外競爭造成了限制——企業在海外無法指望這種政策
優勢。
數據追蹤公司 Dealogic 的數據顯示，自 2014 年以來，包括騰訊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0700.HK, 簡稱﹕騰訊)、京東(JD.com, JD)和百度在線網絡技術公司(Baidu.com Inc., BIDU)在內的中國科
技公司在海外牽頭了規模達 850 億美元的交易。其中不乏一些成功案例，比如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Bytedance Technology Co.)旗下的 TikTok 應用程式，該款應用在美國引起了轟動。其他許多
交易意在長期發展，因此現在評估他們的成功還為時過早。
到目前為止，在這些中資互聯網巨頭中，還沒有一家公司的海外業務達到西方同行的規模和影響力。曾在
東南亞與中國企業有過合作的新加坡企業家兼投資者 James Chan 表示，中國企業高管往往認為在較小的
市場開展業務會很容易，結果卻發現情況並非如此。
Chan 在談到中國高管的管理風格時說，他們往往是“要麼聽我的，要麼走人”。他表示，中資企業一致
認為在東南亞只需強行推行自己的做法。
阿里巴巴的重點市場依然是中國。該公司稱，其目標市場是中國欠發達城市的 5 億人口，預計這些人未來
10 年的網上消費金額將會增長。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阿里巴巴現在沒有在其所有國際市場上獲得成功的
壓力，目前正為實現到 2036 年服務 20 億客戶的目標奠定基礎。
分析人士表示，憑藉雄厚財力、技術優勢和進取心十足的文化，阿里巴巴仍可能贏得許多海外市場。去年，
該公司收購了巴基斯坦的一家電子商務公司，還收購了一家土耳其公司的部分股權。
自 2015 年以來，阿里巴巴及其金融服務關聯公司螞蟻金融服務集團(Ant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簡
稱：螞蟻金服)已向印度在線支付公司 Paytm 及其電商部門投資數億美元。Paytm 已取得重大進展，但其
電子商務部門遠遠落後於由亞馬遜運營的網站以及沃爾瑪(WalMart Inc., WMT)旗下的 Flipk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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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於 2016 年斥資 10 億美元收購總部位於新加坡的
Lazada 控股權的時候，對其而言進軍東南亞似乎是一個合
乎邏輯的動作。當時 Lazada 是該地區規模最大的電子商務
公司。阿里巴巴隨後又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分別向 Lazada
增資 10 億美元和 20 億美元。
由 google 和新加坡主權投資基金淡馬錫控股(Temasek
Holdings Pte. Ltd.)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擁有 6.5 億人
口的東南亞地區，電子商務正快速發展，其規模去年增大
一倍至 230 億美元。東南亞許多國家在文化和經濟上與中
國有着緊密聯繫。
但據來自應用追蹤公司 App Annie 的數據以及了解
Lazada 和 Shopee 銷售情況的人士的說法，三年半時間過
後，Lazada 在多個關鍵市場的份額已下降，其地區電商老
大的地位正受到 Shopee 的挑戰。Shopee 隸屬於總部位
於新加坡的 Sea Group。在身為東南亞地區最大市場的印
度尼西亞，Lazada 去年在電商公司中排在第四位，落後於
在國際上默默無聞的 Shopee、Tokopedia 和
Bukalapak。
Lazada 發言人表示，電子商務在東南亞還處於初級階段，
作為阿里巴巴在該地區的旗艦電子商務平台，該公司有從
事這一業務的戰略信心和毅力。
據接近該公司的人士稱，最初，Lazada 高管們對阿里巴巴的收購感到高興。這些高管大多是由創建該公
司的德國企業 Rocket Internet 帶來的歐洲人。他們欣賞這家中國巨頭位於杭州的矽谷式園區。在這些園
區裡，員工們騎着自行車疾馳，通常從上午 9 點工作到晚上 9 點，一周工作六天，也就是中國互聯網企業
有名的“996”工作制。
隨着阿里巴巴鞏固了對 Lazada 的控制，該公司開始按照自己的模式採取措施重塑 Lazada。阿里巴巴在杭
州為 Lazada 建立了一個新的技術平台，並將 Lazada 的業務從側重銷售自己的產品，轉型為一個巨大的
市場，類似阿里巴巴在中國的網站或美國的 eBay。
阿里巴巴鼓勵更多的中國商家在 Lazada 上銷售產品，並試圖減少為了吸引客戶而打折或進行廣告宣傳的
高成本支出。該公司還從杭州派來了一些老手幫助運營 Lazada 的業務，但其中一些人不太會說英語。
一些 Lazada 高管即便贊成這些改變，也感覺難以適應。一位前 Lazada 高管稱，阿里巴巴的行動非常迅
速，非常激烈，這導致他們與當地團隊出現巨大分歧。
知情人士稱，阿里巴巴高管對 Lazada 管理人員稱，要重點關注長期戰略，而非短期的市場份額。Lazada
已公開表示，強勁的訂單增長是其業務正在改善的一個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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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azada 最強大的市場之一泰國，消費者開始變得不太信任該網站上新出現的中國商家，他們在出售廉
價商品的同時，還提供似乎由機器翻譯成當地語言的產品說明。
26 歲的客服人員 Chanapa Kamawithee 在 Lazada 上購物多年，並在幾個月前開始注意到上述變化。她
稱，這些產品說明不像是泰國人說的話，而且她現在更多在 Lazada 的競爭對手 Shopee 上購物。
到 2018 年底，阿里巴巴收購前在崗的幾乎所有 Lazada 高管都已離職，其中許多崗位由阿里巴巴管理人
員接手。
其中一位是張一星(Max Zhang)，他去年被派遣管理 Lazada 越南業務。張一星曾在阿里巴巴的中國平台
上打造了暢銷時裝品牌，此後被阿里巴巴首席執行長張勇(Daniel Zhang)聘為助理（兩人無親屬關係）。
張一星出任 Lazada 越南業務的新首席執行長，他此前從未在國外居住過，也沒有在越南待過很長時間。
熟悉該公司運營的人士稱，比起用英文與當地經理溝通，張一星用中文與中國同事聊天時要自在得多。
了解張一星的人士透露，他是一位相對生疏的經理，缺少領導一家公司的經驗。在一次早期的員工大會上，
張一星表示，越南業務由他來管理是多麼幸運，他提到他在中國要比 Lazada 當時的首席執行長更有名。
熟悉該業務的人士稱，張一星採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這讓那些已經習慣了 Lazada 更加扁平化、
更加西方式運營的員工感到挫敗。這些人士表示，張一星很少解釋決策的因由，期望員工能毫無疑問地服
從他的指令。
這些人士稱，張一星希望 Lazada 越南業務逐步取消折扣和其他一直賴以提升業績的支出手段。其中一人
回憶說，張一星會經常批評當地團隊，稱他們花錢花得太笨。
張一星突然停止了大部分包郵政策，導致 Lazada 越南業務銷售額驟減，消費者轉到了 Shopee 等仍然補
貼郵費的平台。
一位知情人士稱，這一決定令越南的商家感到不安，他們本來就對 Lazada 的技術革新困惑不已，很多商
家已轉到競爭對手的網站上。
張一星曾試圖讓 Lazada 越南網站上的商家以低價吸引消費者一次性購買大量衛生紙等商品，以此招攬顧
客。但越南電商市場規模相對較小，沒有足夠多的顧客購買這些商品。
當張一星或他在杭州的副手們被問及他們的策略時，他們提到了自己在阿里巴巴中國電商平台天貓(Tmall)
和淘寶(Taobao)的經驗。
幾名越南經理在去年致阿里巴巴高管彭蕾(Lucy Peng)的一封信中稱：“對我們每個問題回覆的開頭都是
‘在天貓/淘寶，我們的做法是……’或‘在中國是這麼做的’，可惜我們既不是天貓/淘寶，也不是在中
國。”彭蕾當時被阿里巴巴派遣到東南亞負責 Lazada 的經營。
彭蕾對阿里巴巴派到當地的中國籍經理髮表了一次講話，要求他們尊重當地員工和文化。據收到此次講話
內容的人士透露，該講話被翻譯成英文並在 Lazada 內部進行了傳閱。
阿里巴巴和 Lazada 均未安排彭蕾和張一星置評。Lazada 的一位發言人說：“將兩家截然不同的公司整合
在一起的工作還在實施當中，目前進展不錯。”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在張一星的努力下，對用戶的補貼確實減少了，這讓 Lazada 的越南子公司在財務上
更加穩健。但銷售額和客流量也下降了，導致第一名的位置被 Shopee 搶走。
到 2019 年 6 月，張一星已經返回中國，由 Lazada 泰國業務首席執行長接管了越南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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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後，阿里巴巴首席執行長張勇訪問了胡志明市的一個市政廳。Lazada 在 Facebook 越南招聘頁面
上發布的一條資訊中寫道：“這與淘寶無關，與天貓無關。我們需要自己的 Lazada，在越南，在泰國，
在東盟市場。我們必須將業務本地化。”
趋势、评论
东印度公司留给资本主义的教训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 03:46 英国《金融时报》 威廉•达尔林普尔

19 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以下简称东印度公司）已如其一位董事承认的那样，
成为“帝国中的帝国”，拥有在东方任何地方制造战争或和平的力量。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创建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行政和公务员体系，建造了伦敦码头区(Docklands)的大部分
船坞，而且几乎为英国创造了一半的贸易。该公司在英国的年度支出约为 850 万英镑，大约相当于英国政
府全年总支出的四分之一。难怪该公司自称“宇宙中最伟大的商人协会”。
当年东印度公司的私人军队比几乎所有民族国家的军队都要庞大，其势力遍布全球；甚至东印度公司的股
票都是一种全球储备货币。然而正如议会议员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写：“东印度公司的章程始
于商业，终于帝国。”
东印度公司还是当今许多股份公司的终极模型和原型。东印度公司位于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利德
贺街(Leadenhall Street)的前总部，就埋在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设计的玻璃和钢铁结构的劳埃
德(Lloyd's)大厦地基下，今天那里甚至没有一块蓝色牌匾或者纪念碑纪念它。但是任何来此寻找东印度公
司纪念碑的人，只需要环顾四周。因为东印度公司仍然是历史给我们的最可怕警告，提醒着我们滥用公司
权力存在的潜在危险，以及股东利益可能转化为国家利益的种种可怕方式。
如今人们诉说对大公司的力量以及跨国公司有种种办法绕过各个国家的法律法规感到恐惧，他们的话听起
来跟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等 18 世纪的评论人士的说法如出一辙，这并非偶然。沃波尔曾公
开谴责东印度公司财富腐蚀了英国议会：“现在的英国是什么？”他问道，不过是“充斥着印度财主的印
度财富池……还有一个出卖自己、被鄙视的元老院罢了。”
上世纪 50 年代，英属波斯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的游说就能导致伊朗政变，联合果品
公司(United Fruit)的游说就能导致危地马拉政变；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的游说就
能让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倒台；最近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游说美国保护其在
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利益。同样的，在 18 世纪，东印度公司能够要求英国海军加强在印度的
军力。
就像如今的 Facebook 可以雇用英国前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一样，当年的东印度公司也能够
雇用曾在约克镇向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投降的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换句话说，
东印度公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家伟大的跨国公司，还是世界上第一家玩过火的跨国公司，它向人们展示了
大型公司如何可以变得比国家甚至帝国更强大、有时甚至更危险。
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始于 1599 年 9 月 24 日。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在位于南华克区
(Southwark)的环球剧院(the Globe)下游的家中酝酿《哈姆雷特》(Hamlet)的草稿时，在泰晤士河对岸往
北步行 20 分钟的穆尔盖特(Moorgate)一座半木式建筑里，聚集了一群形形色色的伦敦人。
17

那天聚集在创始人大厅(Founders Hall)的是伊丽莎白时代伦敦一群不同寻常的人，他们身份各异。社会地
位最高、戴着官职金链的，是身材魁梧的市长斯蒂芬•索姆爵士(Sir Stephen Soame)。陪同他的是头戴高
筒礼帽的托马斯•斯迈思爵士(Sir Thomas Smythe)，斯迈思曾是伦敦金融城的审计员，靠从希腊岛屿进口
葡萄干和从阿勒颇进口香料发了大财。在那之前几年，“审计师斯迈思”协助成立了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作为他进行贸易远航的工具；举办这次会议是他的倡议。
站在这些身材发福的伦敦金融城的顶梁柱旁边的，是许多身份不那么尊贵的希望发财的商人，以及野心勃
勃希望进入上层社会的身家不那么丰厚的人，公证人员尽职尽责地记下了他们的职业：杂货商、布商和缝
纫用品商，“裁缝商”、“酒商”、“皮革商”和“皮毛商”，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伤痕累累的士兵和自称
“私掠者”（伊丽莎白时代的委婉说法）的大胡子水手。
这群人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只有一个：请求年迈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当时 66 岁、戴着假发、化着妆的
女王——成立一家公司，“以探索通向东印度和附近其他岛屿和国家的航程，在那里做贸易”。
黎凡特公司的固定董事会由 53 名联系紧密的认购者组成，与黎凡特公司不同的是，东印度公司从一开始
就被设想为一家股份公司，对所有投资者开放。由于涉及的巨额费用和高风险，斯迈思和他的同事们决定
“如此遥远的贸易只能通过联合一致的股份实现”。毕竟，成本高得惊人。他们想买的商品非常昂贵，还
要乘坐巨轮，而这些巨轮需要有大批船员驾驶，并由炮兵和职业火枪手保护。此外，即使一切按计划进行，
几年之内也不会产生投资回报。
股份公司的概念是都铎王朝(Tudor England)时期英国最辉煌、最具革命性的创新之一。这个理念的灵感
来自中世纪手工业行会，商人和制造商通过行会把资源集中在一起，共同承担个人无力承担的风险。但它
与股份公司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引入被动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有资金认购项目，但自己并不参与该
项目的运营。任何人都可以买卖这些股票，股票价格可根据需求和公司的成功与否上下浮动。
在那几十年以前，也就是 1553 年，更早一代的伦敦商人已经开始着手建立世界上第一家特许股份公司：
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它有一个光荣的全称：神秘商业冒险家探索未知地区、领土、岛屿和
地方的公司(The Mysterie and Companie of Merchant Adventurers for the Discoverie of Regions,
Dominions, Islands and Places Unknown)。这样的公司是“一个法人团体，同时也是政治团体”——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大公司，因此可以拥有法律身份和和作为公司的某种永续性，使其存在能不受股东个
人的生死影响，法律学者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写道，“这类似于，虽然泰晤士河(River
Thames)里的水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它仍是泰晤士河”。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东印度公司的崛起看上去几乎是必然的。但在 1599 年，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它成
立之初，几乎没有看上去比它成功的希望还要渺茫的事业。那时，英国是一个相对贫穷、以农业为主的国
家，因为宗教原因（当时最具分裂性的问题）自己跟自己打了近一个世纪的仗。
在许多最聪明的英国人看来，这是故意自残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人单方面与欧洲最强大的势力切
断了联系，因此在许多欧洲人的眼中，英国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国家。结果，由于与百思不得其解的邻国相
隔绝，英国人被迫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遥远的新市场和新商业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仅毫无愧
疚，反而有史以来第一次肆无忌惮地使用企业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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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602 年在首次航行中登上并俘获一艘葡萄牙船只后，东印度公司便得到公司章程允许可以“发动战
争”，并一直利用军事和海军力量达到目的。但直到 1765 年，该公司才变得不再像传统的丝绸和香料贸
易公司，化身为某种更加不同寻常的东西。
那一年，在莫卧儿王朝(Mughal)的安拉阿巴德(Allahabad)城堡中，从德里(Delhi)出逃流亡、后来被东印
度公司军队打败的年轻莫卧儿皇帝沙•阿拉姆(Shah Alam)被迫实施了——我们现在称之为——“不情愿
的私有化”。他被迫发布命令，撤销了莫卧儿王朝在孟加拉(Bengal)、比哈尔(Bihar)和奥里萨(Orissa)的
税务机关，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英国商人，任命这些商人的是新任孟加拉总督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
以及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在文件中他们被称为“至高无上的，卓越战士的领袖，英国公司”。
从此以后，莫卧儿王朝在这些地区的征税权就转交给了一个强大的跨国公司，这家公司的征税由其自己的
私人军队保障。几个月内，在 2 万名当地招募的印度士兵武装支持下，250 名东印度公司职员成为了最富
裕的孟加拉各邦的实际统治者。这是第一次有一家国际公司化身为殖民侵略政权。
利用在孟加拉掠夺的财富，东印度公司不久以后就扩张到了全球。从罗马帝国时期起，西方的财富就一直
向东流，但东印度公司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扭转了贸易平衡。东印度公司把鸦片东运至中国，为了夺取香港
的临海基地并保障毒品贩卖的垄断地位，它等到合适时机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它将中国茶叶向西贩运
到马萨诸塞，在那里发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事实上，在战争酝酿期间，美国
爱国人士的一大首要担忧就是，害怕英国议会会把东印度公司放出来，像洗劫印度那样掠夺美洲各地。
1803 年，东印度公司攻下莫卧儿王朝首都德里，彼时已经失明的皇帝沙•阿拉姆坐在被毁的德里皇宫中。
当时，东印度公司已经训练了一支约 20 万人的私人安全部队——这是英军规模的两倍——并拥有比亚洲
任何民族国家都多的火力。仅仅 40 余年内，东印度公司已经统治了印度次大陆上的几乎所有地区，治下
有 5000 万至 6000 万居民。它接管的这个帝国里，连级别较低的地方长官和总督都能统治面积比欧洲最
大国家还大的土地。到这时，几乎德里以南的印度所有地方，实际上都由一间位于伦敦金融城的董事会议
室统治着。“我们还有什么脸面？”一名莫卧儿官员问，“我们要听命于一群连洗屁股都没学会的商人？”
我们现在仍在谈论英国征服印度，但是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更阴暗的事实。因为，18 世纪中期占领印度
大片土地的并不是英国政府，而是一个危险的、不受监管的私营公司，总部在伦敦一间 5 扇窗户宽的办公
室中，其在印度的管理者是一个暴力、冷酷、情绪不稳定的掠夺者——罗伯特•克莱武。换言之，印度是
在一家营利性公司的掌控下沦为殖民地的，这家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投资者变得富有。
关于东印度公司的惊人成功，历史学家提出了许多原因：印度莫卧儿王朝分裂为许多对立的小国；更先进
的欧洲士兵具有武力优势；治理、征税和金融手段的创新，使得东印度公司能够一有通知立即筹到大量现
金。在猩红色制服与帕拉第奥式宫殿、猛虎狩猎与总督府的波尔卡舞曲背后，是东印度公司会计师的收支
决算表（在他们的账簿上盈利与损失都列得清清楚楚），以及东印度公司在伦敦证交所(London Stock
Exchange)浮动的股价。
但是，最关键的因素也许是东印度公司从英国议会得到的支持。它们的关系在 18 世纪变得更加互惠共生，
最终变成了我们如今所说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向克莱武这样在印度发迹的
富豪回到英国以后，用他们的财富收买议员，或者干脆花钱自己做议员。反过来，议会用国家权力支持东
印度公司：在相互竞争的法国和英国两家东印度公司向对方开火时，由国家出动舰艇和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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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东印度公司眼里总是盯着两个地方：一是它做生意的地方；另一个是它的母国，因为它的律师、游说
人士以及议员股东缓慢又巧妙地影响、颠覆议会的立法，使其有利于东印度公司。事实上，企业游说
(corporate lobbying)很有可能就是东印度公司发明的。在 1693 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不到 100 年时，它
第一次被发现使用股份收买议员，每年付给重要议员和部长 1200 英镑。议会对这个世界上第一起企业游
说丑闻进行了调查，认定东印度公司犯下了行贿罪和内幕交易罪，导致英国枢密院议长遭弹劾，东印度公
司的总督被捕入狱。
虽然其他公司，例如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不列颠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n Company)，
都在殖民剥削与帝国扩张的进程中扮演了吹笛人(Pied Piper)的角色，但是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征服依然
几乎肯定是历史上企业暴力的极致案例。尽管今天的大型企业——不论是沃尔玛(Walmart)还是谷歌
(Google)——拥有极大权力，但与具有掠夺领土欲望、军事化的东印度公司相比起来，它们只不过是被
驯服的野兽。但如果历史能反映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在国家与企业的亲密共舞中，虽然能够对企业实施监
管，它还是会用尽所有资源和权力抵抗监管。
如何应对大型跨国企业的权力与危险，这个持续了 400 年的问题到今天也没有答案：我们并不清楚一个民
族国家，特别是一个弱小贫穷的民族国家，如何能够在企业的进攻中充分保护自己和本国人民。当今的国
家不可能任由企业复刻东印度公司当年的强大军事威力，但是有许多公司试图像东印度公司当年一样，成
功让国家权力为本公司所用。顶级现代企业进行的复杂游说活动，与东印度公司当年所做的非常相似，例
如，据记者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报道，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聘用了“20 名前任参议员、众议员、
立法助理和其他官员，并和他们签了合同”。
不过，幸亏当今没有哪家公司完全是当年东印度公司的翻版。企业常常密谋推倒弱小的政府，但是没有任
何现代企业对任何国家宣示主权。不论是埃克森美孚还是壳牌(Shell)都不会拥有步兵、骑兵和炮兵，虽然
两者都拥有小型的私人安保队伍。科尔曾指出，壳牌公司一年收入 2280 亿美元，比挪威的国内生产总值
还多；如果它是一个国家的话，它会是全世界第 21 大经济体。事实上，拥有这样的收入，如今最有权力
的企业也许不需要自己的军队：它们可以依靠政府保护它们的利益，保卫它们的安全，为它们纾困——美
国在伊拉克就为埃克森美孚这样做了。美国在伊拉克的最近行动说明，我们的世界还远远未达到后帝国时
代，有可能它永远也不会来临。
相反，帝国正在化身为各种形式的全球势力，利用竞选捐款和商业游说、跨国金融系统和全球市场、企业
影响和新型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capitalism)的预测性数据收集，取代了——有时候是结合了——
公开的军事征服、占领或者直接的经济控制来达到其目的。
东印度公司成立 420 年后的今天，白宫里坐着一名商界大亨，他试图用自己的美元买下一个个国家；而最
近卸任的国务卿是埃克森美孚的前任总裁。东印度公司的故事从未与现实如此贴近。正如第一代瑟洛男爵
爱德华•瑟洛(Edward Thurlow)在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被弹劾时所说：
“企业既没有肉体可以受惩罚，也没有灵魂可以被谴责。因此，它们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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