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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焦点
•

法国政府 22 日发表新闻公报表示，该国西北部厄尔·卢瓦尔省一个养殖场发现水貂感染新冠病毒，这是法国
首次发现此类情况。法国政府随即要求扑杀该养殖场内的一千多只水貂，并销毁相关动物制品。法国共有 4
家水貂养殖场，目前养殖场工作人员已全部进行检测，暂未发现感染病例。

•

来自上海市卫健部门最新消息，11 月 22 日晚浦东机场对 17719 名相关人员开展核酸检测，17718 人结果
阴性，1 人结果阳性。章某，男，36 岁，系位于浦东机场西区货运站的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工作人员。目前，已初步排查到该病例密切接触者 17 人，正在落实集中隔离和采样检测。

•

據有關部門證實，加州州長 Gavin Newsom 和妻子及四個孩子現正在家中自我隔離，此前他們曾與確診患
者有過密切接觸。上週五晚，一名與州長孩子有過接觸的加州公路巡邏隊成員確診新冠，隨後這家人便回到
家中自行隔離，他們也將定期接受體溫檢查和新冠檢測。本週日的檢測結果中，州長、妻子和 4-11 歲的四
個孩子均為陰性。

焦点
•

苹果公司（AAPL）股价维持超过 2.3%的跌幅，震荡于日低 113.80 美元附近。该公司首席安全官 Thomas
Moyer 被指控涉嫌行贿，其代理律师辩称其无罪

•

根据财政部 PPP 中心披露的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项目月报数据整理，在“两新一重”方面，今年
前三季度“两新一重”新入库项目 605 个，投资额 11882 亿元占全部新入库项目投资额 13545 亿元的 87.7%

•

今年以来，随着疫情影响逐步消退，车企产销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强劲。Wind 数据显示，年初至今，
新能源汽车指数涨幅达到 66.59%。随着后期政策利好效应持续释放，机构预计新能源汽车将在 2021 年迈
入高增长时代，并有望成为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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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铜研究组织（ICSG）
：铜市场 8 月供应缺口收窄至 7.2 万吨，1-8 月累计缺口为 29.3 万吨，2019 年同
期缺口为 30.2 万吨

•

据悉，一名黑客成功地为特斯拉汽车开发了一种新的密钥克隆“中继攻击”（Relay Attack），并在特斯拉
Model X 电动汽车上进行了演示。特斯拉被告知了这一新的攻击，目前准备为其推出新的补丁。在北美，特
斯拉汽车被盗相当罕见。但在欧洲，有一些老练的窃贼，他们通过“中继攻击”，盗窃了不少特斯拉汽车，
其中大多数都没有被找回。为了应对这些攻击，特斯拉之前已经推出了额外的安全保护措施，配备了改进的
密钥卡和可选的“PIN to Drive”功能。

•

智利国家铜业委员会（Cochilco）预期明年铜的均价为 2.9 美元。 预计 2020 年铜产量增长 0.6%，2021 年
料增 3.0%

•

权威调研机构 Gartner 今日发布报告称，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3.66 亿部，同比下滑 5.7%。
具体到品牌，第三季度三星以 8080 万部的整体出货量继续领先，市场份额为 22%。在前五大手机厂商中，
只有三星和小米的出货量出现了上涨，涨幅分别为 2.2%和 34.9%。凭借强劲的涨幅，小米第三季度手机出
货量超越了苹果公司，位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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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宏观经济
特朗普继续挑战大选结果，但法律选项已越来越少
WSJ / Catherine Lucey / Ted Mann / 2020 年 11 月 23 日 12:20 CST 更新

不愿接受大选结果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继续努力对选举结果发起挑战，而与此同时他可以
诉诸的法律选项已经减少，并且多名共和党人对他拒绝承认失败表示失望。
虽然面临承认失败的压力，但特朗普的团队周末期间仍在寻求通过新的途径来扭转他的选举失利。他们承
诺要对宾夕法尼亚州驳回他们一项诉讼的联邦裁决提出上诉，并在佐治亚州提出了重新计票申请，此前该
州选举结果已认证拜登(Joe Biden)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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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上周六和周日的一系列推文中继续指责选举舞弊，尽管并没有证据显示存在大范围的的舞弊，但
他的竞选团队可以用来挑战 11 月 3 日选举结果的选项已经越来越少。密歇根州定于周一认证选举结果，
这也是宾夕法尼亚州各郡认证选举结果的最后期限。
周日晚间，特朗普法律团队发表声明与曾被特朗普列为法律顾问的律师鲍威尔(Sidney Powell)保持距离。
鲍威尔上周四在与特朗普团队其他律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此次选举被来自古巴和中国的“共产主义
资金”操纵，但没有提供证据。
由特朗普律师朱利安尼和埃利斯(Jenna Ellis)签署的竞选声明称，鲍威尔“独立执业，不是特朗普法律团
队的成员，也不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师”。
無視警告，美爆感恩節旅遊潮！小摩：2021 年 Q1 經濟恐萎縮
作者 MoneyDJ | 發布日期 2020 年 11 月 23 日

美國疫情狂燒，衛生官員呼籲民眾不要在感恩節出遊，但是眾人無視警告，20 日美國境內的飛航人數創
疫情爆發以來的第二高，病毒恐怕會加速蔓延。有鑑於此，摩根大通（JPMorgan，小摩）預測，明年第
一季美國經濟將萎縮，為首家做出此種預估的大型華爾街投行。
路透社、CNBC 報導，儘管衛生當局懇求眾人留在家中，但是美國仍出現感恩節旅遊潮。美國運輸安全管
理局（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數據顯示，20 日超過 100 萬名乘客在美國境內搭機飛
行，為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境內飛航人數的單日第二高。美國汽車協會（AAA）估計，感恩節假期將有 240
萬人搭機出門，開車旅遊的人更多。
網友發布推文稱美國鳳凰城天港機場（Sky Harbor airport）萬頭鑽動，出遊民眾塞爆機場。地方電視台
WGN 也說，芝加哥奧黑爾機場（O’Hare airport）出現排隊安檢的人龍，盛況有如重回疫情之前。外
界擔心大規模的人潮移動，會讓疫情更為惡化。
小摩表示：「如今經濟順風不再吹拂，封鎖令日增讓經濟面臨逆風。從感恩節到新年的歲末假期，染疫者
可能會進一步增加。」20 日美國新增 196,815 名染疫者，新增確診人數再破單日新高。21 日為止，美國
累計確診案例突破 1,200 萬例。
疫情蔓延、各地實施封鎖，小摩預測，今年第四季美國 GDP 仍將成長 2.8%，但是明年第一季將萎縮 1%，
為首家預估明年第一季美國經濟將下滑的大型華爾街投行。其他投行多認為，明年第一季美國經濟將成長，
全年情況會持續改善。
小摩表示：「疫情打壓經濟，年關時就業成長將明顯放緩，等到疫苗配送舒緩疫情憂慮、財政刺激案支持
成長後，明年初就業情況才會再次好轉。」小摩預估，明年第一季季末，美國有望通過 1 兆美元的新紓困
案，為年中經濟注入強心針。該行預測，明年第二季美國 GDP 將成長 4.5%、第三季成長 6.5%。
2021 年全球经济：疫情后的修复式增长
更新于 2020 年 11 月 22 日 13:00 程实 ， 王宇哲 为 FT 中文网撰稿

“须凭众力共提持，无圆缺处重修补”。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截至目前累计确诊人数逾 5400
万，成为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历史性变量，除中国之外的主要经济体将全部同时陷入衰退。
根据 IMF 的最新预测，2021 年全球有望迎来低基数的衰退后复苏，经济增速回升至 5.2%，但相较 2019
年实际增长仅不到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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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1，我们认为，修复式增长仍将面临不小挑战，跨周期的政策支持和产业转型有望在变局中开新
局：其一，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在 2021 年还将延续，复苏进程在供给端和服务业仍会明显滞后；
其二，宏观政策在利率下限和债务上限的围堵下急剧透支，低增长、低利率、高赤字时代的通胀预期面临
很大不确定性；其三，中、美双核仍是全球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发动机，在中国“十四五”和美国新一届政
府的开局之年有望出现政策积极影响的外溢；其四，高估值市场出现系统性调整的金融风险值得警惕，数
字经济的集体进化将带来结构性投资机遇。
新冠疫情影响延续，供给冲击仍未消弭
截至 2020 年 11 月中旬，新冠肺炎累计确诊逾 5400 万，接近全球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自 Covid 19 被
世卫组织定义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以来，疫情扩散范围和持续性一再刷新各界的预期，也始终是
影响全球经济走势最重要的变量。从疫情影响的区域看，非 G20 经济体是近几个月战疫的主角。但值得
注意的是，对于占全球 GDP 比重约 75%的 G20 经济体，新增确诊人数在经历了约三个月的平台期后又重
新抬升，且我们计算的用 GDP 权重调整的经济影响乘数仍未显著下降。
疫情的延续挟其同时冲击供需两端的特殊形态令经济复苏的挑战增加，复苏进程也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
一方面，受益于疫情之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发达经济体的需求端缺口被相对快速填补，但全球供给冲
击仍未消弭，工业生产仍处在负区间且远低于疫情前和长期中枢水平，供给受限对于收入的影响和逼仄的
政策空间也令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反弹相对乏力（详见附图）。另一方面，相对于制造业，疫情冲击对
服务业影响极大，在全球 PMI 的年内低点（4 月），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服务业 PMI 跌至 21 和 31.6，
而其制造业 PMI 尚为 36.8 和 42.7。从前瞻性指标看，当前制造业新订单的修复仍明显快于服务业，在疫
情延续而疫苗未能大范围接种之前，2021 年全球服务业的复苏仍面临重重困难。
政策刺激快速填补需求端缺口，但供给冲击仍未消弭

global economy 1
潜在的供需缺口仍有望支撑全球贸易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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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单位 PMI 为相对 50 的大小，其余为%
宏观政策透支严重，通胀前景扑朔迷离
面对疫情冲击，全球货币和财政当局在利率下限和债务上限的长期约束下超常规宽松，为稳定经济起到了
关键作用，但也极度透支了本已受限的政策空间。我们的计算表明，自美联储 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首
次加息（2015 年 12 月）以来，G20 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加权政策利率最高分别仅上升 0.73
和 0.92 个百分点，但在 2020 年的全球降息潮后，截至 10 月底其加权政策利率较之于五年前反而分别下
降了 0.14 和 1.87 个百分点，且受到利率下限约束，发达经济体用非传统货币政策急剧扩张资产负债表，
2020 年前十个月美、欧、日三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之和就从 14.7 万亿骤增至 21.8 万亿（详见附图）。
全球财政刺激也带动政府债务明显跃升。IMF 的预测表明，2020 年全球政府总债务占 GDP 比重将从
2019 年的 80.3%攀升至 98.7%，其中发达经济体更是出现了接近四分之一的升幅（从 105.3%至
125.5%）。公共债务存量在未来五年仍不会出现明显下降，根据 IMF 预计，2020-2025 任一年的全球政
府财政赤字也将高于 2012-2019 年的最高值（3.9%），其中新兴市场经济体财政赤字超过 6%将成为常
态。低利率、高赤字时代货币当局的“财政主导”倾向可能会助长通胀预期，但新冠疫情对供需的限制，
对贫富差距和消费心理的改变也会负面冲击收入、偿债能力、边际消费倾向，叠加之下中长期的全球通胀
前景将面临很大不确定性。
2020 年全球货币政策透支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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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之下危中有机，中美双核引领全球
2021 年，全球经济将迎来低基数后的普遍增速反弹，但横向比较，中、美双核仍然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
发动机。根据 IMF 预测，中国将是全球唯一在 2020 年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 年相对 2019 年
的增速也将达到 10.3%，继续领跑全球，而美国经济也凸显韧性，不仅 2020 年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增速
下滑最少，2021 年不变价 GDP 也将恢复至 2019 年的 98.7%，领先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在产出缺口
方面，IMF 的研究也表明，中、美在 2020-2021 的平均值仅为-2.7%和-2.3%，表现好于大多数其他主要
经济体。
2021 年是中国“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我们认为从注重量和速的增长到强调升维发展将成为重要的转折：
其一，构建双循环是打造系统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有助于中国在未来的经济转型期破解全球存量博弈的陷
阱；其二，中国将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关键领域改革，以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其三，中
国在在新冠疫情中经受住了经济、金融、治理等全方位考验，也体现出了制造业全产业链的核心优势，未
来科技创新的引领将促进中国经济更为稳定协调的发展。
2021 年美国也将迎来新一届政府，拜登接替特朗普入主白宫对美国经济也有显著影响：一方面，拜登高
票当选的确定性将极大程度稳定预期，其执政后美国防疫政策有望逐步体系化，当前新冠疫情催化下经济
和社会失序的局面将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美国财政刺激有望较快出台，货币宽松基调未改，经济复苏前
景明朗化将明显抬升长期美债收益率，短期内其对外政策可预见性也明显增强，缓和修复与其他主要经济
体之间的多双边关系将成为新重心。
金融风险值得警惕，数字经济逆市提速
2020 年 1 月中下旬以来，受到新冠疫情持续发酵影响，企业盈利预期差带来市场调整压力，而风险溢价
急剧变化更成为短期波动的根源。在４月以前，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呈现出“局部爆发-外溢扩散共振回溢”的三阶段演化，疫情所涉区域的边际变化成为市场大范围动荡的关键。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稳
定了市场预期，主要央行投放的巨量流动性开始不断推升金融资产估值，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股指市盈率大
幅上行。较之于 2019 年底，2020 年９月美股市盈率提高了 5.5，德国、意大利、日本股指也分别提高了
5.0，4.9，4.5。考虑到以美股为代表的部分市场估值本已偏高，市场系统性调整的风险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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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表现看，新冠疫情的非典型非对称冲击对全球经济和金融运行也影响深远。IMF 通过比较 1995 年
以来主要行业增加值增速和经济周期发现，新冠疫情在 2019 年对于经济整体的增加值冲击达到 7.5%，其
中对于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住宿餐饮，艺术、娱乐、休闲和其他服务的负面影响最大，分别高达-14.7%
和-16.1%。但较之于典型衰退期其他行业的表现，信息和通讯、金融和保险、房地产业受到的冲击明显
较小（详见附图）。
疫情孕育着新的行业机会，特别是场景转换加速改变了个人及企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非自然演进的方式
推进各部门同步数字转型。展望未来，产业互联网领域的技术共振将引领数字经济的加速度，有望成为全
球经济衰退复苏后可持续增长的新动能。
新冠疫情的非典型非对称冲击影响深远（单位：%）

大中华地区
分析：中国渐进式延迟退休真的来了？ 如何落地恐怕并不容易
路透北京 11 月 23 日

2013 年 11 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眼下出炉不久的十四
五（2021-2025）规划，已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明确提出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这也意味着延迟退休已从政策研究步入到具体落实阶段，只是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对延迟退休支持与反对的
舆论大讨论后，延迟退休俨然已成为一个敏感的社会话题，每一次话题的引出总是招致民间反对声浪居高
不下，突现无论在理论和现实中有多么坚实的理由支撑，中国要选择何时及何种方式让延迟退休的政策平
稳落地恐怕并不容易。
“老龄化问题是很多潜在经济社会风险背后的爆发点。老龄化减缓经济增速是一种可以预见的‘灰犀牛’
事件，而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某种突发危机还会触发相关的‘黑天鹅事件。”中国社科院蔡昉在其最
近一篇文章中称。
他指出，“十四五”期间，中国人口增长将逐年减速，人口总量向峰值趋近，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人口
因素对经济、社会、民生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将在这一时期显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涉及生育政策、
7

退休制度、教育和培训体系、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收入分配格局、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等一系列与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关的领域。
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 1.76 亿，占世界同年龄组人口的 23.0%，大大高于中
国总人口的世界占比（18.2%）。未富先老、快速老龄化和超大规模老年人口等特征，将是中国在很长一
个时期的重要国情。
近期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预测，未来 5-10 年时间，中国预计会有
8-10 万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缺口，这个缺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扩大。
**老龄化社会来临时招呼都不打**
当 70、80 后还未来得及感慨青春易逝时，中国已经步入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当延迟退休已经成为政
策的必选项时，如何兼顾民间诉求，确保政策平稳落地显然不仅仅是推出延迟退休那么简单，更需要与之
相关的配套政策。
几年前，中国一个学者因提议的延迟退休方案被批不接地气，引来网民一顿狂轰乱炸及铺天盖地的反对声
浪。延迟退休和该学者因此事不敢出门一并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
眼下，中国出台的十四五规划中对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有专门描述，涉及收入分配领域
的改革，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内容。
规划提到，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积极开发老龄
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等等。
只是规划如何落地，显然并不容易。尤其中国正致力扩大内需，庞大的老龄化社会显然也会影响到现行政
策的方方面面。
蔡昉文章指出，人口老龄化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带来不利影响。受老年群体的人口特征影响，加速老龄化
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三个“递减”现象。第一是劳动参与率递减。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难以如期推进，甚
至很多劳动者尚未达到退休年龄便实际退出就业市场，这加剧了劳动力短缺趋势，加大了养老金支付的压
力，也降低了老年人的收入水平。
第二是人力资本增速递减。由于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不仅增加了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难度，也使一
部分年龄偏大的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就业能力和劳动者技能难以适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的要求。
第三是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递减。这意味着老龄化可能产生新的致贫因素，也妨碍中国利用庞大人口数量
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使居民消费潜力难以充分挖掘。
**政策如何落地？**
很显然，面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养老诉求，“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充其量只能为延迟退休的实施增加政策注
解，但要落地恐怕需要更多政策的配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姜春力就建议，迟领取养老金增加养老保险待遇，提前领取适度扣减，
形成利益调节机制。在现行养老金计发办法中已体现“多缴多得”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长缴多得”的
制定激励延迟养老金领取年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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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措施促进大龄人员就业。大龄就业人口主要指 50-65 岁人群，他们职业经验丰富、忠诚度高，但劳动
能力逐渐下降，就业出现困难，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帮助。增加大龄人口就业，可以在国家进入老龄社会
后增加劳动力供给。为推动大龄人员就业，在政策上应采取必要的鼓励措施。
同时健全养老保障法律法规。国民何时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受个人健康、学历、职业和家庭的影响，
属于个人行为。目前，虽然国家规定了退休年龄，但有一些人员在退休后继续工作。因此，国家应用法律
规定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以调节提前领取和推迟领取养老金人员的利益，而不必过多干预大龄人员退
出劳动力市场问题。
蔡昉也建议从设计养老金支付方式和加强在职培训等方面入手，提高老年人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出台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表路线图。养老金支付方式的设计重在增强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积极性和延迟退休的有
利性，加强在职培训着眼于提高老年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
“让国民了解人口老龄化社会面临的问题。通过多种途径宣传延迟退休的方案和措施，让政府、企业和公
民共同参与延迟领取养老金法定年龄准备工作，减少政策实施的社会阻力和成本。”姜春力称。
金融市场
反思股市“泡沫说”：不是泡沫在膨胀，而是大火在燃烧
WSJ / Jason Zweig / 2020 年 11 月 23 日 14:25 CST 更新

与其说美国股市充斥着“泡沫”，不如说其中一些板块正在“燃烧”。
2020 年至今，代表大型科技股的纽交所 FANG+指数累计上涨了 78%。持有新上市股票的复兴 IPO ETF
累计上涨 84%。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公司的 SPDR S&P Kensho 清洁能源 ETF 则上涨了 88%。
与此同时，美国股市整体上涨近 11%。
这是一个关键的区别。
多年来，人们习惯于用泡沫来形容任何被高估的金融资产。这种金融界的“泡沫说”源自几个世纪前，是
用来描述大规模投机行为的，这种投机会导致资产价格膨胀，直到破灭。
但金融泡沫从来没有一个正式的定义，而且对泡沫的讨论多是马后炮，要做到有先见之明极其困难。北爱
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金融学者威廉·奎恩(William Quinn)和约翰·特纳
(John Turner)的新书《繁荣与萧条：全球金融泡沫史》(Boom and Bust: A Global History of Financial
Bubbles)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有关这一话题的混沌思路。
泡沫形象本身就是一个误区。嚼过口香糖的孩子都知道，泡沫在破裂前几乎不会膨胀，而且除了父母和老
师，不会给其他人带来太多麻烦。
但金融市场却可以轻易地升温五倍甚至 10 倍，然后在一瞬间崩溃至少一半，让数以百万计的投机者焦头
烂额，有时还会让整个经济陷入水深火热。想想 1929 年股灾之后的美国，或是在那 60 多年后的日本。
与其把资产价值高估称作泡沫，不如视其为一场大火。火焰越是膨胀，越是炽热，造成的破坏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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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与萧条》 仔细梳理了 300 年来的市场狂热，作
者用了“燃烧三要素”来做比喻，也就是长期以来人
们认为的燃烧发生和持续所必须具备的三种条件：氧
气，燃料和热量。少了任何一个条件，燃烧都不会发
生，即使发生了也会被扑灭。
在投资中，氧气就是资产的流动性，也就是买卖一种
资产的便利程度。几百年前，人们把难以转让的企业
所有权切分成许多小块，变成可以交易的股票。如今，
每个投资者的口袋里都装着一个股票经纪人。在智能
手机交易应用的帮助下，你甚至可以买卖所谓的零碎
股(fractional shares)，价格便宜到谁都买得起。
在 Robinhood 这种热门交易应用上，你只要拿出 1 美
元 就 可 以 购 买 伯 克 希 尔 哈 撒 韦 公 司 (Berkshire
Hathaway Inc., BRKA)的 A 类股，这些股票的实际价
格约为 34.5 万美元/股，你购买的实际上是 0.000003
股，不用付佣金。
“燃烧三要素”的第二个要素是燃料，放在金融市场
上就是货币和信贷。低利率让借钱投资变得更便宜，
无风险储蓄的微薄收益率也迫使人们投资风险较高的
替代品。
今天，一些资产规模数以 10 亿美元计的大型私募公司
正用借来的钱将一家家企业囫囵吞下，散户投资者也
纷纷做起小额杠杆交易，而他们的券商账户里的钱可能只有 2,000 美元。
第三个要素是热度，这是由投机行为提供的。当价格上涨时，会有更多的人买入，使价格进一步膨胀，吸
引新一波投机者入场。
一些天真的买家会觉得赚钱很容易，但对冲基金和其他机构也会追逐高回报，助长火势。
《繁荣与萧条》在描述完这种比喻时还指出，近年来，“燃烧三要素”还有了第四个组成部分：“放热连
锁反应”。
流动性、信贷和投机是点燃市场之火并让火焰持续燃烧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这里还需要第四种
成分，也就说作者所说的“火花”。
这种“火花”可以来自新科技或政府干预，也可以两者兼而有之。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股票购买狂潮是由
互联网热所引发的。中国近来的市场繁荣是由政府政策和宣传所引发的。
《繁荣与萧条》一书指出，大多数泡沫往往局限于少数股票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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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25 年就是如此，当时，伦敦上市的拉美矿业股票在大约六个月内上涨了五倍多，而英国蓝筹股公司
却损失了近十分之一的市值。同样是在伦敦，19 世纪 90 年代，在大盘股毫无起色的情况下，自行车公司
的股票在一年内上涨了一倍多。
1999 年，随着互联网股票的高歌猛进，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86%。如果不计算科技公
司，标普 500 指数的涨幅只有 5%。
今昔对比，情形并无太多不同。
根据纽约投资公司 Matarin Capital Management 的数据，按照市值加权（大型科技股权重很大）的标
普 500 指数未来 12 个月预期市盈率最新为 21 倍，比过去 25 年的平均水平高出约 24%。
但为了抵消少数巨无霸股票的影响，我们可以对成分股进行同等加权，这样计算出来的标普 500 指数的预
期收益约为 17 倍，比长期平均水平高出约 10%。这说明大多数股票虽然并不便宜，但也算不上过度膨胀。
我看不出新上市的股票、替代性能源公司和为开展收购而成立的空壳公司等相对较小的领域有值得担心的
过热迹象。
更值得担心的是，几只巨无霸股票已经燃起大火，并可能蔓延到周边领域。2000 年纳斯达克指数崩盘后，
标普 500 指数也跟着跌跌不休。
最近，规模较小的公司和廉价的“价值型”股票也开始出现反弹迹象，如果持续下去，有可能降低亚马逊
公司(Amazon.com Inc., AMZN)等炙手可热的巨无霸股票的市场权重。这也许会成为市场所需要的一道
防火墙。
行业/板块
这 11 家电动汽车初创公司想成为下一个特斯拉，谁能成功？
WSJ / Ben Foldy / 2020 年 11 月 23 日 17:10 CST 更新

多家初创企业正争相成为下一个特斯拉(Tesla Inc., TSLA)，数以百亿计的资金正投入其中。
从华尔街到汽车城的投资者都在押注，电动汽车领域的初创企业能够复制马斯克(Elon Musk)的成功。马
斯克旗下的特斯拉今年有望销售 50 万辆电动汽车，并首次实现年度盈利。特斯拉股票下月将被纳入标普
500 指 数 ， 该 公 司 目 前 的 市 值 超 过 了 丰 田 汽 车 公 司 (Toyota Motor Corp., 7203.TO) 、 大 众 汽 车
(Volkswagen AG, VOW.XE)、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Co., GM)和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
F)的市值总和。
不论是对投资者（包括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和全球第二大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还是对面临诸多障碍的
业内初创企业而言，赶超特斯拉的过程都不会一帆风顺。这些初创企业大多都还没有成功地制造或销售汽
车，那些已经生产和销售汽车的企业也难以实现盈利。有些公司仍处于招聘员工阶段，有些公司则在应对
欺诈指控。最近，有一家企业公布亏损了 16 亿美元。
他们的命运取决于一些尚无答案的问题。消费者是否准备好购买一辆非特斯拉的价格不菲的电动汽车？面
向企业销售日常用货车和卡车是更安全的押注吗？企业在自家工厂生产汽车更明智一些，还是应当依赖外
部承包商来生产呢？把重心放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更合理，还是选择离本土更近的市场呢？
面临来自通用汽车这样的老牌巨头的压力会有多大？通用汽车上周表示，从现在起到 2025 年底将投入
270 亿美元用于开发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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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关乎交通运输的未来，以及由谁来定义这个未来。当中会有赢家，也会有输家，有人会因此发财，有人
则会亏损。以下我们通过介绍 11 家初创公司的基本情况，来让读者对这场竞赛的未来发展有一个了解。
1、Rivian Automotive LLC，加州尔湾
首席执行官：R.J. Scaringe
创立年份：2009 年
所有权状况：非上市
融资情况：过去两年共进行五轮融资，总计筹资 53.5 亿美元
估值：未知
知名投资者：福特汽车、亚马逊公司(Amazon.com Inc., AMZN)和贝莱德(BlackRock Inc., BLK)
首款车型：R1T 高配版，全电动皮卡，不含税收优惠的起售价约为 67,500 美元，将于 2021 年 6 月上市。
投资者关注点：Rivian 将出售电池驱动的皮卡和 SUV，目标客户是爱好户外活动及越野驾驶的买家。该公
司还与其投资者亚马逊签订了一份 10 万辆电动厢式送货车的生产合同。Rivian 正在重新改造伊利诺伊州
一家原来的三菱汽车(Mitsubishi Motors Co.)工厂。
可能让投资者止步的因素：Rivian 必须同时生产高质量的汽车以及打造其销售和服务网络。该公司计划效
仿特斯拉的模式，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汽车，不过保护传统经销商模式的州许可法律给这一策略带来了一
些麻烦。另外 Rivian 还必须打入一些最棘手的市场。特斯拉已经在电动汽车市场掌握了绝对优势的份额，
同时底特律汽车生产商则主导了皮卡和越野车市场。
2、Lucid Motors Inc., 加州纽瓦克 首席执行官：Peter Rawlinson 创立年份：2007 年 所有权状况：非
上市 融资情况：超过 10 亿美元 估值：未知 知名投资者：沙特公共投资基金 首款车型：Lucid Air 为电池
驱动的高端轿车，该公司称这款车型部分配置下单次充电行驶里程超过 500 英里（约合 805 公里）。该
车型明年初上市，首款 Air 不含税收优惠的起售价为 169,000 美元，之后该公司将发布低价版，包括入门
级 Air，起售价预计为 77,400 美元。 投资者关注点：Lucid 正在亚利桑那州建造一家工厂，其目标是高端
豪华车市场。Lucid 高管希望通过其全电动车型与特斯拉、以及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和宝马汽
车(BMW)展开竞争。Lucid 在宣传中强调其自有电池和发动机技术，称这些技术使其汽车具备赛车性能、
更高的单次充电行驶里程以及更紧凑车身内部的更大车内空间。 可能让投资者止步的因素：Lucid 早在
2016 年就推出了这款概念车型，但筹资方面的问题使得 Lucid Air 的落地多次被推迟。现在像宝马汽车、
梅赛德斯-奔驰和保时捷(Porsche)这样的其他高端汽车生产商都在推出自己的豪华电动汽车。超级豪车品
牌本特利(Bentley)最近也表示到 2026 年将只出售插电式汽车，预计其他汽车厂商也将跟进。
3、Lordstown Motors Corp. (RIDEW), 俄亥俄州洛兹敦 首席执行官：Steve Burns 创立年份：2019 年
所有权状况：上市 市值：42 亿美元（截至 11 月 19 日） 知名投资者：Workhorse Group Inc. (WKHS)、
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 通用汽车公司 首款车型：Endurance 是一款面向商业车队运营商的电
池电动皮卡，不含联邦税收优惠的起售价为 52,500 美元。 投资者关注点：Lordstown Motors 收购了俄
亥俄州一家原属通用汽车的组装厂，这家组装厂计划为商业车队生产电池驱动皮卡，并希望在 2021 年 9
月投产。该公司表示，与耗油的皮卡相比，电动汽车的燃料和维护成本较低，这使得电动汽车对大批量采
用的企业具有吸引力。 可能让投资者止步的因素：Lordstown Motors 表示，要先雇用逾 1,000 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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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一家大型工厂进行设备改造，才能向日益拥挤的电动卡车市场进军。福特的 F-150 卡车是美国最畅销
的汽车，该公司将在 2022 年推出一款电动版本，目标客户也是车队买家。
4、Nikola Corp. (NKLA)，凤凰城 首席执行官：Mark Russell 创立年份：2015 年 所有权状况：上市 市
值：101 亿美元（截至 11 月 19 日） 知名投资者：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罗伯特·博世有限责任公司
(Robert Bosch GmbH)、重型机械巨头 CNH Industrial NV、对冲基金投资者 Jeffrey Ubben 首款车型：
与 CNH Industrial 旗下依维柯(IVECO)品牌联合打造的电池驱动半挂车 Nikola Tre，定于 2021 年底投
产。目前还没有定价信息。 投资者关注点：Nikola 的目标市场是商业卡车运输市场。该公司计划生产由
电池和氢燃料电池提供动力的大型拖车，建设燃料加注站并生产氢燃料。Nikola 的商业模式强调与其他
老牌大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实现其战略的核心部分。 可能让投资者止步的因素：Nikola 曾表示，
单是加注燃料网络的建设就可能耗资数十亿美元，其盈利潜力取决于该公司能达到雄心勃勃的制氢成本预
测。卖空者 Hindenburg Research 的一份报告也令该公司受到打击。报告称 Nikola 在其技术上误导了投
资者。Nikola 称这份报告的指控不实，具有误导性。公司创始人 Trevor Milton 不久后离职，Nikola 股
价暴跌。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简称 SEC)已经启动
了调查。
5、Fisker Inc.，加州洛杉矶 首席执行官：Henrik Fisker 创立年份：2016 年 所有权状况：上市 市值：
47 亿美元（截至 11 月 19 日） 知名投资者：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Inc.、麦格纳国际公司(Magna
International Inc., MGA)、Louis Bacon 首款车型：Ocean 是一款使用可持续材料制造的紧凑型 SUV，
预计将于 2022 年投产。不含联邦税收优惠的起售价为 37,500 美元。 投资者关注点：Fisker 的大部分制
造和工程将外包给外部供应商。Fisker 专注于设计和软件，而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Magna 则将负责生产该
公司的第一款车。Magna 持有这家初创公司 6%的股份。此外，Fisker 在开发一种灵活的租赁模式，其运
作方式更接近按月订阅的模式。客户随时可以终止租赁合同，该公司可以把汽车重新租赁出去，创造经常
性收入。 可能让投资者止步的因素：这不是 Henrik Fisker 首次尝试运营一家电动汽车初创公司。2007
年，他创立了 Fisker Automotive，这家公司是特斯拉的早期竞争对手，但最终以破产告终。Fisker Inc.
也并非一帆风顺。该公司此前曾承诺将在电池技术上取得突破，但随后放弃了这一努力，称技术难以商业
化。分析人士说，Fisker 的外包战略存在风险，其他汽车公司的汽车月租计划都曾陷入困境。
6、Canoo Inc.，加州托兰斯 首席执行官：Ulrich Kranz 创立年份：2018 年 所有权状况：非上市，但预
计将在年底前通过反向合并方式上市 估值：24 亿美元（宣布反向合并时的估值） 知名投资者：Daniel
Hennessy、贝莱德、AFV Partners 首款车型：一款类似微型巴士的全电动 “生活方式”汽车，被该公司
称为 “轮子上的阁楼”， 将被命名为 Canoo。这款汽车将于 2022 年面世，价格尚未公布。 投资者关注
点：Canoo 的技术集成了电池、底盘、马达和转向部件。在这个基础上，该公司计划从 2022 年开始，通
过每月订阅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汽车，并从次年开始提供用作送货车辆的车型。
该公司还与现代汽车公司(Hyundai Motor Co.)合作开发技术，并且预计将把汽车制造业务外包出去。 可
能让投资者止步的因素：在找到合并伙伴之前，Canoo 自成立以来已经花费 3 亿多美元。该公司的审计
机构去年警告称，Canoo 维持持续经营的能力存在风险。该公司首款汽车的成功取决于购车者是否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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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订阅服务，而这种服务在汽车行业仍属新鲜事物。此外，Canoo 尚未与外包商达成生产首款汽车的协
议。
7、蔚来汽车(Nio Inc., NIO)，中国上海 首席执行官：李斌(William Li) 创立年份：2014 年 所有权状况：
上市 市值：660 亿美元（截至 11 月 19 日） 知名投资者：中国游戏巨头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0700.HK, 简称﹕腾讯控股)、苏格兰对冲基金 Baillie Gifford & Co.（该基金也是特斯拉
的主要投资者）以及中国国有投资者 主力车型：ES6 是一款五座 SUV，起售价大约人民币 35.8 万元（约
合 5.2 万美元）。 投资者关注点：蔚来汽车今年迄今的股价涨幅超过了特斯拉，截至上周四收盘，蔚来汽
车的市值超过了通用汽车。蔚来汽车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豪华电动 SUV 的销量正在增长。此外，该公司
还开始提供电池租用服务，允许用户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不配备电池的蔚来电动汽车，并根据自身的能源需
求按月付费租用不同容量的电池。 可能让投资者止步的因素：尽管 2020 年表现强劲，但在去年，蔚来汽
车的前景似乎曾受到质疑。该公司去年公布净亏损 16 亿美元，并裁减了大约五分之一的员工。今年春季，
蔚来汽车从中国国有投资者那里获得了人民币 70 亿元（约合 10 亿美元）的救急资金，但该公司仍需要提
高销量和利润率，才能保持与特斯拉的竞争力。特斯拉去年在中国开设了工厂。
8、理想汽车(Li Auto Inc., LI)，北京 首席执行官：李想 创立年份：2015 年 所有权状况：上市 市值：307
亿美元（截至 11 月 19 日） 知名投资者：中国大型电商美团点评(Meituan Dianping, 3690.HK)、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ByteDance Ltd.)以及贝莱德 主力车型：理想 ONE (Li ONE)是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豪华
SUV，使用一个小型汽油发动机为锂离子电池充电，该款 SUV 零售价格约为人民币 32.8 万元（约合 4.95
万美元）。 投资者关注点：在充电站较少的中国部分地区，理想汽车既能吸引用户，也能享受一些国家
补贴。理想汽车是混合动力车，配备的电池组体积较小、也较便宜，这使该公司节省了成本。 可能让投
资者止步的因素：理想汽车的重点是混合动力车，短期来看，这或许有助于减轻司机对充电的担忧。但分
析师表示，从长远来看，该公司需要成功地最终过渡到纯电动未来。此外，在部分地区，混合动力车不能
享受到与纯电动车相同的地方政府优惠待遇。
9、小鹏汽车(Xpeng Motors, XPEV)，中国广州 首席执行官：何小鹏 创立年份：2015 年 所有权状况：
上市 市值：353 亿美元（截至 11 月 19 日） 主要投资者：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中国手机公司小米集团(Xiaomi Corp., 1810.HK)
和卡塔尔投资局(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 主力车型：P7 为一款电池驱动型电动轿车，起售价为人
民币 25 万元（合 37,000 美元）。 投资者关注点：小鹏汽车 SUV 和轿车价格低于特斯拉汽车在中国的售
价。小鹏汽车也在开发自己的无人驾驶软件，并拥有一套车内操作系统，配置自己的应用网络。与其本土
竞争对手一样，该公司拥有马云(Jack Ma)麾下阿里巴巴这样一个财力雄厚的科技投资者支持。 可能让投
资者止步的因素：中国政府采取了补贴方式来刺激新能源汽车需求，不过预计这些补贴到 2022 年将全部
退出。小鹏汽车对软件的侧重不仅需要消耗大量资本，而且竞争激烈，该公司已在其监管公告中警告称，
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可能阻碍公司发展。
10、Faraday & Future, Inc.，洛杉矶 首席执行官：毕福康(Carsten Breitfeld) 创立年份：2014 年 所有
权状况：非上市 估值：未知 主要投资者： Birch Lake Holdings LP、ATW Partners 首款车型：FF91 是
一款豪华型 SUV，马力破千，续航里程超过 300 英里（约合 483 公里）。该公司表示，在进一步筹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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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后能够在九个月后交付这款 SUV。预计起售价将超过 10 万美元。 投资者关注点：多年来 Faraday 一直
在尝试开发一款能够直接与特斯拉竞争的豪华 SUV。最近 Faraday 敲定了一笔 4,500 万美元的过渡性贷
款，寻求筹集更多资金投入 FF91 的生产。毕福康曾经负责了宝马汽车 i8 混合动力跑车的开发并因此成为
汽车界的名人。 可能令投资者止步的因素：Faraday Future 已经烧掉了逾 20 亿美元，却还没有售出一部
汽车，该公司最初计划在 2017 年推出首款车型上市。其创始人贾跃亭去年宣布个人破产，而 Faraday
Future 仍在寻求筹集启动生产所需要的资金。
11、Arrival Ltd.，伦敦 首席执行官：Denis Sverdlov 创立年份：2015 年 所有权状况：未上市，但预计
年底前将通过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反向并购上市。 估值：54 亿美元（宣布反向并购时的预期估值）
主要投资者：现代汽车公司、起亚汽车公司 (Kia Motors Co.)、贝莱德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 Inc., UPS) 主力车型：一款预计于 2021 年第四季度推出的电动巴士 投资者关注点：
Arrival 计划在规模较小、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组装工厂生产用于城市交通的电动巴士或送货车，该公司称
这些工厂为微工厂，造价可能为数千万美元，远低于传统的组装工厂。Arrival 已经接到了联合包裹服务
公司 1 万辆送货车订单。 可能让投资者止步的因素：受新冠疫情影响以及城市交通系统客流量下降，该公
司许多客户，包括城市和交通监管机构，都陷入了财务困境。另外，由于电动巴士在世界一些地方被广泛
接纳，该公司面临着一系列现有并且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分析师称，在中国售出的巴士大部分已经是电动
汽车。
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称其候选新冠疫苗的有效性高达 90%
WSJ /Steve Goldstein / 2020 年 11 月 23 日 18:25 CST 更新

阿斯利康(AstraZeneca PLC, AZN, AZN.LN)和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周一表示，根据在英国和
巴西进行的一项大型阶段性临床试验的数据，他们的候选新冠疫苗在预防感染方面的有效性高达 90%。
三期疫苗试验的中期分析发现，如果先接种一半剂量，一个月后再接种全剂量，该实验性疫苗的有效性为
90%。如果相隔一个月全剂量接种两次，有效率降至 62%。
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表示，两种接种方案的综合分析显示，平均有效率为 70.4%。
牛津疫苗试验(Oxford Vaccine Trial)的首席研究员 Andrew Pollard 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研究结果表
明，我们有一种有效的疫苗，将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Pollard 还表示：“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一种接种方案可能有 90%左右的有效性，如果使用这
种方案，计划中的疫苗供应可供更多人接种。”
牛津大学疫苗学教授 Sarah Gilbert 说：“今天宣布的消息使我们距离使用疫苗结束新冠病毒造成的破坏
的时间又近了一步。”
阿斯利康表示，没有发生与该疫苗相关的严重安全事件，而且在两种接种方案中，该疫苗的耐受性良好。
该疫苗的后期临床试验正在美国继续进行。
伦敦交易时段周一早盘，阿斯利康股价下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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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小米今年漲 150%，本益比勝蘋果，追高恐遭燙傷
作者 MoneyDJ | 發布日期 2020 年 11 月 23 日

華為遭到美國追殺，市場預期小米將漁翁得利，促使小米股價狂噴。現在小米本益比已經超車蘋果、三星
電子，先前曾準確預測小米股價的分析師再開金口，警告投資人不要追逐漲勢，不然可能遭到燙傷。
23 日下午 1 點 55 分為止，香港掛牌的小米股價大漲 6.46%、報港幣 27.20 元；一度升至港幣 27.30 元，
創盤中空前新高。今年以來，小米暴衝約 150%。
南華早報、韓國時報報導，小米股價飛天，20 日該公司收在港幣 25.55 元，和 3 月 23 日波段收盤低點
的港幣 9.50 元相比，幾乎狂飆 3 倍。小米 8 月 14 日獲納恒生指數成分股後，市值激增港幣 2,468 億元
（約 318 億美元）。
儘管如此，晨星資深股票分析師 Dan Baker 給予小米「賣出」評等，他說，股民追高，恐怕會被燙傷。
他的理由是小米本益比從一年前的 16 倍，如今升至 44 倍，太不合理。他說：「智慧手機仍是小米最大
的營收來源、也是最大的獲利推手。小米基本上是智慧手機公司，歷史而言，（此類公司）本益比不會到
40 倍。」小米本益比超越蘋果和三星，蘋果本益比約為 36 倍、三星電子約為 16 倍。
Baker 觀點和市場主流大相逕庭，48 名分析師給予小米「買進」或「持有」的評等，只有一家美系外資
和 Baker 看法相同。但是 Baker 說法準確，2018 年 7 月小米的 IPO（股票首次公開發行）價格為港幣
17 元，當時 Baker 預測小米股價會腰斬，結果成真，小米掛牌後股價一路走低，2019 年的盤中低點為港
幣 8.28 元。
與此同時，美系外資指出，華為遭美國封殺，對小米的利多也許只有曇花一現。近來華為旗下的平價智慧
手機品牌「榮耀」，賣給了中國國家率領的企業集團，將可延長榮耀品牌的壽命，協助華為規避美國禁令。
美系外資分析師 Andre Lin 23 日警告，市場「低估了華為持續存在的可能性，外界對小米的期望需要下
修，會讓小米的盈餘和估值出現下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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