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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焦点
•

美国疾控中心（CDC）主任 Walensky：现在，几乎每个州都确诊了新冠肺炎变异毒株感染者。 后续 CDC
防疫指引可能会涵盖针对接种疫苗人群的出行。 CDC 希望首先看到有更多的人接种疫苗

•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英国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人员在总人口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

美国疾控中心（CDC）针对那些全面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人发布公共健康指引，称：那些全面接种疫苗的人
可以在室内会面，无需佩戴口罩。 那些具备新冠肺炎免疫能力的人可以在不佩戴口罩的情况下与那些免疫
的家庭会面。 维持对接种疫苗人员的出行建议不变。

•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当地时间 8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900 万
例

焦点
•

国家统计局将于 3 月 10 日公布 2 月 CPI 数据。机构预测，翘尾因素叠加食品价格回落，2 月 CPI 将小幅回
落，同比将继续处于负区间。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表示，部分由于“就地过年”影响，2 月 CPI 环比
可能比 1 月要弱。高频数据来看，2 月猪肉价格相对 1 月份有比较明显的下跌。预计 2 月份 CPI 同比可能继
续停留在负值区间。

•

备受业内关注的信托年度成绩单正式出炉。中国信托业协会 3 月 8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四季度
末，信托资产规模为 20.49 万亿元，同比下降 5.17%，比 2019 年四季度末减少 1.12 万亿元，比 2017 年四
季度末历史峰值减少 5.76 万亿元，净利润增速连续两年为负。

•

智利 2 月铜出口收入环比激增 42%，创最近七年最大单月增幅，至约 39 亿美元，创 2017 年 12 月份以来
最佳单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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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拓将在美国犹他州宾汉谷（Kennecott）矿场建设新的碲（Tellurium）工厂

•

美国财长耶伦：刺激计划（获得国会山批准之后），将有助于数亿人。 州和地方政府将获得资金，以保留其
工作人员。 预计美国经济将于 2022 年重返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 美国正在出现 K 形复苏——疫
情爆发前就存在，形势现在更加糟糕。 美国政府正着手研究（比 1.9 万亿美元刺激计划）更好的下一个计
划。 并不认为通胀会不受人欢迎。 如果复苏系通胀引发，有工具来应对。

•

小鹏汽车董事长兼 CEO 何小鹏在财报会上指出，将在 2021 年下半年开始交付的第三款量产车型上配备车
规级激光雷达，该车型也将是全球首款搭载激光雷达的量产智能电动汽车。小鹏汽车将推出具备城市主要道
路 NGP 能力的 XPILOT 3.5，并计划在 2022 年推出的第四款车上配备下一代自动辅助驾驶硬件平台，并在
该平台上推出更高等级的 XPILOT 4.0。到 2021 年年底，小鹏品牌的超充站将超过 500 个，将在超过 200
个城市为用户提供终身免费充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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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
美国今年有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火车头
WSJ / Tom Fairless / 2021 年 3 月 8 日 17:50 CST 更新

美国今年有望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反弹，扮演比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时更关键的角色，这将反映出新冠
冲击非同寻常的特点以及美国经济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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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称，随着疫苗接种使得取消新冠限制措施成为可能以及企业恢复元
气，今年全球经济可能将增长 6%左右，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快增速。
该研究机构称，预计美国今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自 2005 年以来首次超过中国。2008 年金融危机
之后，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国，而美国则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弱的复苏。
由于美国的经济体量比中国大三分之一左右，如果今年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速像预计的那样大致相同，美国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中国。

“美国将在 2021 年再次扮演全球火车头的角色，”花旗银行(Citibank)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Catherine
Mann 表示。不过她也称，国际形势可能会减慢美国的经济增长。
高盛(Goldman Sachs)预计，美国经济去年收缩 3.5%，今年有望增长 7%左右。该行表示，中国经济去年
增长 2.3%，预计今年增幅为 8%。
摩根大通(JP Morgan)经济学家预计，美国将在今年年中超过其危机前趋势增长率，而中国已经回归疫情
前的轨迹，但不会实现超越。在未来的一年里欧洲和一些新兴市场的复苏水平将落后。
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首席经济学家 Joerg Kraemer 表示，疲软的人口和生产率增长可能会在未
来几年对中国的产出造成影响。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已经释出信号，他们计划在今年逐步取消刺激措施，并
专注于控制债务和消除房地产泡沫。
美国的经济韧性来自于快速推出的新冠疫苗、预期中的 1.9 万亿美元支出计划、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以
及等待释放的储蓄。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美国家庭的超额储蓄已达 1.8 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与以往的经济危机不同，美国和其他国家经济低迷的特征并不以资产泡沫破裂或债务累积为特
征。经济学家表示，这应该会加速经济复苏。
全球贸易已超过危机前水平，因新冠疫情期间被困家中的人在线订购产品。据摩根大通(JP Morgan)，企
业设备支出的回升速度快于前两次经济复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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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称，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银行对企业的信贷按年增长 80%。摩根
大通称，相比之下，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银行信贷骤降 13%。
美国强劲复苏给市场带来的影响可能让复苏落后的地区受到伤害，比如欧洲和一些新兴市场。投资者信心
上升推高了美国和全球借贷成本，并使美元升值，这让那些大量借入美元的政府感到头疼。
债券收益率上升导致欧洲央行官员按响警报。官员们将在周三和周四召开会议，考虑是否追加紧急措施，
现行措施包括 1.85 万亿欧元（合 2.2 万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计划。
放眼整个欧洲，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一直进展缓慢，各国政府也没有考虑像美国那样大规模的新支出，部分
原因是出于对债务的担忧。欧元区 1 月份零售额同比意外下滑逾 6%，因多个国家延长了封锁限制措施。
同期美国零售额增长 7.4%。
在德国，尽管生产几乎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超过 7%的制造业员工 2 月份无薪休假，表明一些被
要求无薪休假的工人未来可能被裁掉。
虽然去年暴发了疫情，但受北美和欧洲网购需求强劲推动，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叉车和仓储设备制造商
Kion Group 订单量创下历史之最。
Kion 首席执行官 Gordon Riske 表示：“中国不仅回到了原来的水平，而且工业产出达到创纪录水平。北
美向系统内投入资金后，也没有落后很多。欧洲正被拉开距离。”
Riske 表示，如果民主党的经济刺激方案获得批准，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加速，Kion 很可能面临产能问题。
全球投资者已经开始担心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供应链瓶颈可能导致通胀率陡然上升。
不过有一些风险可能会对美国造成更大影响。全球经济某些领域可能比其他领域恢复得更慢，或者根本难
以恢复。不管对整个欧洲还是亚洲和美国，旅游业都是一个重要行业。在边境管制放松前，这个行业不大
可能反弹。新冠病毒出现传染性更强的新变种，意味着要等多个月之后才可能看到该行业好转。
如果疫情带来的人们行为改变永久持续下去，一些企业可能会不再被需要。若人们继续在网上购物或在家
工作，市中心的零售工作岗位可能永远消失。
欧洲央行分析师 2 月份警告称，这场疫情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产出长期降低。研究人员表示，努力恢复财务
和财政之际，企业和政府可能减少投资，包括研发方面的投资。航空业等关闭行业的资本存量可能会过时，
而将资源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的成本很高。在发达经济体，劳动力规模可能因工人受打击不再寻
找工作或全球移民减少而萎缩。大范围的学校停课可能不利于劳动者技能。
爱尔兰央行前副行长 Stefan Gerlach 表示：“从历史上看，经济衰退会让各国长期性降到较低的增长轨
道，这一次很可能也是如此。”他称：“最后一英里尤其艰难。”
新冠纾困法案将送回美国众议院进行第二次投票
WSJ / Ted Mann / Kristina Peterson / 2021 年 3 月 8 日 14:45 CST 更新

预计规模 1.9 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法案最快将于周二在美国众议院面临紧张的投票表决。参议院周末以微
弱优势批准了该纾困方案，为了赢得中间派民主党人的支持，民主党其他派别做出了一些让步。
该纾困法案最初于 2 月 27 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法案包含了更加慷慨的失业救济条款。但参议院对该法
案进行了修改，这意味着，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必须团结她的微弱多数民主党党团，让该法
案在第二次众议院投票中获得通过，从而使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的首要立法目标能得以签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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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众议院将在周一晚间对该法案进行程序性投票，最终将于周二通过该法案。
周末，佩洛西和她的领导团队收到了一些积极信号，虽然许多众议员对法案条款被修改感到失望，但众议
院关键进步派似乎已准备好再一次支持这项纾困法案。这些条款修改限制了失业福利的延长，并阻碍了逐
步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 15 美元的努力。
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 Pramila Jayapal 说：“我们认为削弱众议员版本的纾困法案条款是糟糕的政策、
糟糕的政治，虽然如此，现实是最终的修订版本意味着我们只是做出相对较小的让步。”Jayapal 目前是
国会进步派党团(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主席。
中外關係
美国将小米集团列入黑名单的部分原因是创始人雷军曾获中国政府表彰
WSJ / Dan Strumpf / 2021 年 3 月 8 日 15:40 CST 更新

美国国防部在一份法律文件中表示，美国官员将中国智能手机巨头小米集团(Xiaomi Corp., 1810.HK)列
入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公司黑名单，部分原因是该公司创始人雷军曾因他所做的贡献而受到中国政府部门
的表彰。
小米集团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雷军在 2019 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中国部门联合授予“优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当年获得这个称号的有 100 位中国企业家。小米集团在公司网站的雷军简历页面
上以及小米年报中都宣扬了这个奖项。
前述法律文件显示，这个奖项再加上小米在 5G 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足以让
美国国防部在今年 1 月份将小米列入支持中国军方的公司名单。被列入黑名单意味着美国人不得投资小米。
小米集团的智能手机销量排名全球第三。
美国国防部在一份法庭文件中列出了将小米列入该名单的理由，这是对小米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地
区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推翻这一认定的回应。这份文件于上上周公布，但此前没有被报道。它首次揭示了美
国国防部将一家公司列入黑名单的理由。
小米发言人暂未对该文件发表评论。该公司此前已否认与中国军方有任何关联，并表示其产品和服务仅用
于民用和商业用途。
1 月 14 日，在特朗普政府的任期即将结束时，小米被列入美国国防部的黑名单，同时被列入的还有另外
八家中国公司，包括航空和芯片公司。国防部总计将 44 家公司列入黑名单，包括通讯设备巨头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和电脑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 0981.HK, 简称﹕中芯国际)。这两家公司也都否认与军方有关联。
小米去年在香港市场累计上涨两倍多，但自 1 月 14 日收盘以来已下跌 25%。
鉴于小米主要生产消费电子产品，该公司被列入黑名单令许多分析师感到意外。除了智能手机，小米还生
产其他联网小设备，比如空气净化器、滑板车、体重秤和健身手环等。与其在手机方面的主要中国竞争对
手华为不同，小米不生产通讯基础设施或其他敏感设备。
由于从华为手中夺取了市场份额，小米去年在竞争激烈的智能手机市场蒸蒸日上。据国际数据公司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简称 IDC)，去年第四季度小米全球手机出货量增长近三分之一，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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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仅次于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和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 Co., 005930.SE)的全球第三大手
机制造商。
小米在其诉讼中称，美国国防部没有对其决定作出解释，也没有给该公司作出回应的机会。
雷军的奖项来自中国工信部，该部负责中国的科技和产业政策。美国国防部称，中国工信部帮助管理中国
的军民融合政策，中国政府在该政策下依靠私营企业帮助发展军事技术。
该奖项每五年颁发一次，授予顶尖的民营企业家。上一次颁奖是在 2019 年，共有 100 人获此荣誉。其他
获奖的知名首席执行官还包括互联网和电子游戏公司网易公司(Netease Inc., 9999.HK, NTES)的丁磊、社
交媒体公司微博(Weibo Co. , WB)的王高飞，以及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Byd Co., 002594.SZ, 1211.HK,
简称﹕比亚迪股份)的王传福。
美国国防部指出的第二个理由是，小米集团计划在五年内向 5G 技术和人工智能(AI)领域投资人民币 500
亿元（相当于 77 亿美元）。雷军在 2020 年 1 月致员工的新年贺信中介绍了上述投资计划。该公司在
2019 年年报中也阐述了这一战略，称该公司将 5G+AI+IoT 下一代超级互联网作为战略方向，“彻底确立
在智能生活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IoT 指物联网。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这些技术是中国军方的优先事项，称 5G 和人工智能“是中国的关键利益，是军
民融合战略的重点”。
中国大数据公司箩筐技术公司(Luokung Technology Corp., LKCO)在 1 月份与小米集团一起被列入黑名
单，该公司上周四也在美国提起诉讼，要求从该名单移除。
大中华地区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八大政策取向
更新于 2021 年 3 月 7 日 14:29 FT 中文网专栏作家 沈建光

3 月 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李克强总理做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
份报告是中国走出疫情，经济向常态化发展背景下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观察未来
五年战略布局的重要参考。笔者认为，报告透露出八大政策取向值得关注：
一是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6%以上”，体现经济政策重心从增长速度向增长质量的转变
2020 年中国政府取消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的设置，主要是考虑疫情外部冲击不确定的影响。今年伴随着疫
情防控取得重大进展，国内经济稳步回升，报告恢复 GDP 目标设置有助于引导市场预期。
考虑到去年较低的基数，市场普遍认为今年增长可以超过 8%-9%，报告将指标设置在“6%以上”这一相
对保守的水平，主要是表明现在经济工作不会刻意追求高增长，经济增长目标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的转
变。同时，与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速目标平稳衔接，根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预测，中国
要在 2035 年实现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目标，今后十五年增速平均增速不低于 4.7%。当然，考
虑到人民币汇率升值，这一目标并不难以达到的，反而未来关注增长质量的提升显得更加重要。
二是财政赤字超 3%，名义支出超过往年，财政政策“不急于转弯”
报告沿用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财政政策的表述，即“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今
年财政重点是恢复经济、稳定就业和增加收入。从两会财政指标设置来看，积极财政力度超出预期，仍保
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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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体现在：首先，财政赤字率 3.2%，虽然比去年 3.6%要低，依然突破 3%这一经验上的警戒标准，且
比疫情之前 2019 年正常年份 2.8%的水平要高；其次，今年财政收入会有恢复性增长，财政支出总规模要
比去年增加，新增专项债规模与去年相近，说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不减，特别是政府工
作报告提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困难较多，要注重用改革和创新办法，助企纾困和激发活力；最后，
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在去年 2 万亿基础上增至 2.8 万亿中央财政资金纳入机制，体现对市县基
层财政压力的关注。
当然，针对积极财政是否会引发债务风险，需要重新理解。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判断，财
政风险不一定要再以财政收支平衡作为基准，传统赤字率不能超过 3%、债务不能超过 60%不应作为金科
玉律，债务可否持续关键在于利率高低，意味着后续稳增长，防范债务风险，国内利率将在很长时间维持
低位。
三是货币政策稳字当头，收紧空间有限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继续引导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同时，
“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考虑到今年实际经济增长将增至 8%
左右，通胀 2%左右，名义增速大概率要超过 10%。今年 1 月，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已经下降至 9.4%，
低于 10%，意味着后续大概率会上行。
此外，考虑到如下几个方面因素，预期今年货币政策不会比去年收紧：一是当前海外央行仍在放松，国内
货币政策收紧推升利差，推升人民币过快升值，不利于出口竞争力；二是利率维持低位，是与积极财政协
调配合，防范财政风险的需要；三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各地投资布局加大，仍需积极政策支持；四是当前国
内通胀尚且可控，暂未对货币政策形成制约。根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谢平教授的判断，今年货币政
策大概率会维持宽松状态。但在结构上，有保有压，限制房地产相关贷款规模，投向小微、扶贫、制造业、
乡村振兴、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的资金支持不减。
四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促进消费与投资有效结合
去年 7 月明确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报告分别就扩大消费和提升有效投资做出重
点安排，一是强调稳定和扩大消费，如“健全城乡流通体系，加快电商、快递进农村，扩大县乡消费”、
“发展健康、文化、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运用好‘互联网+’，推进线上线下更广更深融合”等
成为发力点。此外，数字经济时代，还需加快发展流通体系，推动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二是扩大有效投资，如“新增专项债优先支持在建工程、合理扩大适用范围”、“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
型城镇化和涉及国计民生重大工程项目两重一新的建设”、“政府投资更多向惠及面广的民生项目倾斜”
等。2020 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韧性，主要靠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带动，制造业投资修复滞后，全年增
长为-2.2%。展望 2021，扩大有效投资，重在制造业投资的修复，而更好吸引民间投资，是保持投资后
劲的关键。
五是强调科技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升数字经济的作用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仍然提出促进科技创
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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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数字经济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疫情中，数字经济彰显巨大韧性，不仅保持了蓬勃发展的态势，而且
对维护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入融合的第二阶
段，即产业数字化和数据资产化阶段。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科技与
实体经济的加速融合，带来新产业、新模式的无限可能。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同样强调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而当前数据要素市场面临政府数据开放、社会数据流动
以及数据安全保护等难点，应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鼓励专业机构运用自身数
字能力打造底层数据基础设施。
六是增进民生福祉，全面实行乡村振兴战略
继脱贫攻坚战役完成后，十四五期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重点，政府报告也对此多加表述，提及
“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县域内城乡融
合发展”等。各项农村改革相关工作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村土地改革等也将继续推进。而这有助于带
动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利好缩小收入差距与农村消费潜力的释放。
住房保障方面，报告仍然延续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强调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解决
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近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国新办举办的发布会上亦表示，房地产现在金融化、
泡沫化倾向还比较强，银保监会将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措施，说明后续显示抑制房地产泡沫政策仍将持续。
七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2020 年 9 月，习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作出了碳排放的“30、60”目标，即中
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去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将碳达峰和碳中和作为 2021 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进
一步提及，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碳达峰和碳中和已成为全国各地十四五规划的关键词。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实质性落实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元年，碳达峰和中和对于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指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扩大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企业所得税
优惠目录范围，促进新型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和产品研发应用，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建设全国用
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
持工具。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标志着国内绿色转型加速升级，中长期内蕴藏相关主
题投资机会。
八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
2020 年疫情大流行下，中国出口弥补全球产业链供给不足，逆势上涨；同时，积极推动对外开放，在双
边和多边经贸协定方面取得超预期进展，使得外资看好中国，FDI 投资逆势增长，跃升世界第一。同时，
大规模刺激之下，美国通胀预期再起，但根据我们研究，疫情爆发后，美国自各经济体进口制成品价格明
显攀升，但自华进口价格平稳，即便在人民币升值之下，也没有上涨，说明中国供给对平抑美国物价压力
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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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认为，只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中国巨大市场和最完备稳定供应链的基本面其实是维持中美关
系最好的压舱石。2021 年，中国依然延续开放政策，报告提及推进 RCEP 协定尽早生效实施、签署中欧
投资协定和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考虑加入 CPTPP 等，有助于吸引外资。此外，在发达国家央行悄
然推进新货币理论实践的背景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战略意义，后续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鼓励资
金双向流动，已成决策共识。
中国股市进入回调区间
更新于 2021 年 3 月 8 日 04:13 英国《金融时报》 康河信 ， 韩乐 香港报道

中国股市周一进一步下跌，较近期触及的创纪录高点已下跌了 12%，原因是投资者担心，在中国经济从疫
情中复苏推动股市持续反弹一段时间后，沪深两地股票的估值已经过高，而且容易受到美债收益率上升的
影响。
中国涵盖沪深两地大盘股的沪深 300 指数(CSI 300 index)周一下跌 3.5%，创下约 7 个月来最大单日跌幅，
自近期高点下跌已超过 10%，意味着市场已进入回调区间。
随着借贷成本开始上升，中国股市的持续下跌加剧了全球围绕资产价格虚高的广泛担忧。
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大中华区高级经济学家林紫琼(Michelle Lam)表示：“人们确实在关注
（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如何影响中国股市。”
尽管数据显示，1-2 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逾 60%，进口同比增长 22%，但中国股市周一仍进一步下跌。
最新进出口数据既反映出中国国内经济从疫情中反弹，也反映出全球需求的激增。
周一，人民币汇率也出现下跌，在岸人民币汇率下跌 0.4%，至 1 美元兑 6.5241 元人民币。
在股市出现剧烈震荡之前，今年已有多人就资产价格发出警告。今年 1 月，中国央行顾问马骏表示，央行
需要调整政策以应对泡沫风险。这番言论导致股价暴跌。
随后，中国银行业最高监管官员郭树清上周表示，他担心外国市场的泡沫及其可能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的
影响，以及中国房地产领域的泡沫。
投资者正在努力应对全球经济复苏强于预期和今年晚些时候通胀上升的前景。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表
明债券价格下降）也可能会降低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现金流的预期，从而影响股票估值。
法国兴业银行的林紫琼表示，近期中国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传递出的信号比许多人预期的更
显鸽派，缓解了人们对政策制定者可能会过快推动货币和财政政策正常化的担忧。
但她补充称，中国股市——尤其是科技股和新能源股——的估值在经历了数月的上涨之后，容易出现下
挫。“这轮涨势太疯狂了——像这样的正常回调是健康的。”
近期中国股市的下跌，使中国一些顶尖企业的市值损失了数千亿美元。
去年，在中国股市飙升时，白酒制造商茅台(Moutai)是涨幅最大的股票之一。今年 2 月，茅台的市值达到
了略高于 5000 亿美元的峰值。自那以来，该公司市值已缩水四分之一，损失逾 1200 亿美元。
香港股市也跟随内地股市走低，科技股表现尤其糟糕。香港的恒生科技指数(Hang Seng Tech index)周
一下跌 2%，中国科技集团腾讯(Tencent)和阿里巴巴(Alibaba)领跌，跌幅分别超过 5%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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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
原物料上漲現通膨疑慮，專家：應是暫時現象
作者 中央社 | 發布日期 2021 年 03 月 08 日

原物料價格近期漲勢驚人，外界關注是否有通膨疑慮。專家表示，台灣距離通膨還有段距離，原物料上漲
應是暫時現象，目前沒有看到成本轉嫁到中下游廠商與終端產品的現象，但仍要持續觀察物價變化。
中華經濟研究院（中經院）今天發布 2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其中製造業的「原物料價格」
指數已連續 3 個月維持在 80.0% 以上的上升速度，指數續揚 2 個百分點至 87.8%，再創 2012 年 7 月創
編以來最快上升速度，媒體詢問是否有通貨膨脹（inflation）疑慮。
中經院院長張傳章表示，物價看起來沒有大幅上漲，主計總處也預估今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會轉正，
但物價是否會持續性上漲，還需要持續觀察。
中經院第三研究所助研究員陳馨蕙認為，原物料價格指數不是反映絕對價格，而是反映漲幅。去年 2 月因
為疫情爆發，需求、供給同步下挫，但需求下降更快，直到去年第 4 季開始出現經濟復甦，需求回溫速度
也比供給更快，近期原物料價格上漲幅度較高，應該是短期異常，如果等到今年第 2 季需求、供給都回到
正常水準時，可以再觀察。
陳馨蕙表示，通膨不是怪獸，適當的通膨應該能逐步反映成本。的確有廠商提到紙箱、塑膠價格多次上漲，
但是仍要看個別廠商的成本結構，目前還沒有看到成本轉嫁到中下游廠商、非製造業跟客戶端的狀況。
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簡錦漢表示，從原物料價格來看，的確有通貨膨漲現象，但是這個現象在台灣、美國、
歐洲都有發生。從美國債券市場中，比較有跟著通膨調整利率的債券跟沒跟著調整的債券，可以評估市場
對通膨的預期，近期金融市場波動大都是反映對通膨的疑慮，但基於 2 項理由，評估台灣離通膨還有段距
離。
簡錦漢指出，第一，近期大宗原物料上漲是因為各國經濟逐漸解封，生產剛起步，多數央行都認為 2% 以
下的通膨率是可以接受的，要達到通膨的程度應該還有段距離。
第二，歐美勞動市場仍然十分疲弱，如果要帶動通膨，勞動市場、薪資也要回溫，目前歐美地區很多消費
者是還是依賴政府補貼或工資補貼，加上美國聯準會（Fed）也表示 2023 年前不會升息，因此對通膨還
不用太擔心。
美債空頭狂熱破空前高，上週淨空單激增 450 億美元
作者 MoneyDJ | 發布日期 2021 年 03 月 08 日

美國聯準會（FED）主席鮑爾示意不會出手打壓長債殖利率，放空美債成了世紀空頭交易，上週美債的空
頭狂熱衝上前所未見的領域。
彭博社 8 日報導，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最新數據顯示，追蹤美債期貨殖利率曲線中非商業
持倉（non-commercial）部位的總體指標，出現史上最大降幅。TD Securities 策略師 Penglu Zhao 估
算，此一變化相當於出現 450 億美元的美債淨空單部位。他說，市場擔憂 FED 緊縮和提前升息風險，投
機者湧入放空美國公債。
路透社報導，CFTC 數據顯示，3 月 2 日為止當週，美國 10 年期公債期貨的空頭部位，比多頭部位高出
95,611 口。此前一週，眾人仍看好 10 年期公債，投機者持有 2,789 口淨多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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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銀：美股仍在高點，FED 不會出手
殖利率漲不停，3 月 5 日美國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聞訊一度飆破 1.6%，創 2021 年來新高，和殖利率呈反
向走勢的債券價格狂殺。Barron’s 報導，德意志銀行總經策略師 Alan Ruskin 表示，3 月 16、17 日
FED 會議上，官員或許會討論殖利率曲線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藉此壓抑長債殖利率。但是他預
測 FED 不會立刻動手，如果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跳升至 2%，將「嚴重傷害風險資產」，可能會迫使 FED
做出反應，但是目前標普 500 指數只從高點拉回 5%，還不到出手時刻。
市場保持樂觀！上週股市動盪，資金仍流入全球股票基金
作者 MoneyDJ | 發布日期 2021 年 03 月 08 日

受美債殖利率飆升影響，上週美國股市劇烈震盪，出現向下修正的現象。但統計數據顯示，上週全球股票
基金仍呈現資金淨流入，顯示在股市估值較高的情況下，投資人對市場保持樂觀預期。
Barron’s 報導，1 日收盤至 4 日收盤，美股大盤標普 500 指數累計大跌 3.4%。即使 5 日反彈 1.95%
至 3,841.94 點，使週 K 線收漲 0.81%，但仍低於 1 日收盤價 3,901.82 點。
MarketWatch 報價顯示，紐約債市 5 日尾盤時，美國債市指標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上升 0.4 個基點至
1.551%，盤中一度飆升至 1.62%。過去一週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累計跳漲 9.2 個基點，連續第五週上揚。
報導指出，近期美債殖利率陡升，是造成大盤波動加劇的主因，儘管如此，資金仍持續流向股市。根據美
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數據，過去一週，全球股票基金總計流入 220 億美元，而基金經理人的平均
現金部位僅 3.8%，反映操盤人大多積極投入市場。
數據顯示，上週流入股票基金的資金，約 60 億美元流向美股 ETF 和共同基金，其餘則流入新興市場股票
型基金（含 ETF）。相較之下，成長型股票（Growth Stock）上週淨流出 25 億美元，原因是高利率對成
長型股票估值構成威脅。
《華爾街日報》報導，隨著美國公債湧現拋售潮、殖利率急劇上升，固定收益投資人紛紛湧向風險較高的
資產，包括垃圾債、股票連結債（equity-linked bond），甚至是股市，使這類資產反而成為資金避風港。
投資研究公司晨星（Morningstar）數據顯示，2020 年報酬率最高 3 檔債券共同基金，皆以美國公債為
主要投資標的，包含價差和配息的全年報酬率約達 25%。但現在，3 檔基金的報酬率排名已跌至倒數，
2021 年虧損高達 15%。
行业/板块
微软电邮漏洞致美国大量机构遭黑客攻击
更新于 2021 年 3 月 7 日 18:06 英国《金融时报》 汉娜•墨菲 旧金山 ， 詹姆斯•波利提 ， 迪米 华盛顿报道

白宫警告称，黑客通过利用微软(Microsoft)最近披露的软件漏洞，可能已使美国“大量受害者”陷入险
境。
白宫新闻秘书珍•萨基(Jen Psaki)上周五表示，目前存在一种来自黑客的“活跃威胁”，这种威胁利用微
软 Exchange 电邮应用中的四个漏洞。微软上周早些时候披露了这些漏洞，并指责一个中国政府支持的黑
客组织发动了这些攻击。
“这是一个重大漏洞，可能产生深远影响，”萨基表示，“我们担心受害者众多，并且正在与合作伙伴一
起弄清楚影响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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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布赖恩•克雷布斯(Brian Krebs)在上周五发布的一篇博文中援引多位听取过相关简报的
消息人士的话称，在微软披露漏洞后的过去数天里，“包括大量小企业、城镇、城市和地方政府”在内的
至少 3 万家机构遭到黑客攻击。
上周二，微软发布一篇博文，称一群黑客发起了“有限且有针对性的攻击”，以获取电子邮件的访问权限。
该公司还表示，这些黑客曾试图进一步侵入受害者的电脑系统，以便长时期潜伏其中不被发现。
微软将此次攻击行动归咎于一个被称为 Hafnium 的黑客组织，该组织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路透社
(Reuters)报道称，中国上周三否认跟此次事件有关。白宫并未将此次黑客攻击行动与任何特定国家联系
起来。
目前尚不清楚哪些机构或个人已成为此次黑客攻击的受害者。微软表示，Hafnium 过去常将“传染病研
究人员、律师事务所、高等教育机构、国防承包商、政策智库和非政府组织(NGO)”作为攻击目标。
上周四晚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 Twitter 上表示，白宫正在“追踪……
有关美国智库和国防工业基础实体遭遇潜在威胁的报告”。
他和萨基敦促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机构在微软发布漏洞修复程序后修补各自的系统。
去年 12 月披露的消息显示，一场很可能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在至少一年时间里一直将
美国政府机构和企业作为攻击目标而未被发现。
美国当局一直未能查清楚 SolarWinds 遭黑客攻击事件的影响范围。这起事件引发外界呼吁美国总统乔•拜
登(Joe Biden)把美国网络安全放在优先位置。拜登政府目前正在准备利用制裁及其他行政命令回应黑客
攻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络专家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表示，微软和美国政府似乎是在
“四处寻找 SolarWinds 事件的受害者”的过程中发现了这起与中国相关的黑客攻击。
“这就是别人发起大规模黑客攻击带来的副作用，因为它增加了你被发现的可能性，”刘易斯表示，“中
国人应该把这笔账算在俄罗斯人头上。”
蘋果遭控打擊競爭對手，歐盟將正式提反壟斷告訴
作者 中央廣播電台 | 發布日期 2021 年 03 月 08 日

路透社 4 日引述兩名知情人士指出，蘋果公司（Apple）可能在未來幾週，收到歐盟的反壟斷起訴書，這
起案件是由蘋果的競爭對手 Spotify 提出，指控蘋果不公地推廣自家串流音樂服務。
知情人士之一指出，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可能在今年夏季以前，寄出聲明異議狀給蘋
果，指控蘋果涉嫌違反歐盟的反壟斷規定。
這起案件是歐盟反壟斷機構在去年 6 月，對蘋果展開調查的 4 起案件之一。歐盟的起訴書通常會指出是否
會罰款，以及企業停止反壟斷行為需要做到哪些事。
歐盟執委會拒絕置評
蘋果引述一篇 2019 年 3 月的蘋果部落格文章指出，蘋果 App Store 幫助 Spotify 從上億個應用程式下
載數獲益，並成為歐洲最大的音樂串流服務。
Spotify 在 2019 年向執委會提出的訴狀中指出，蘋果不公地限制 Apple Music 的競爭對手，並透過向使
用蘋果應用程式內購買（IAP）機制的開發商，收取 30% 抽成保護 Apple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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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Spoify 提出的案件，歐盟執委會也正在調查蘋果 App Store 對所有競爭對手應用程式的規範、電子
書及有聲書及服務條款和條件，以及蘋果行動支付服務 Apple Pay。
英國競爭監管單位 4 日對蘋果行為展開調查。同時，荷蘭政府自行對蘋果發起調查的案件，也接近做出裁
定。
中国铜精矿现货加工费创逾 10 年最低 受累于矿石原料供应吃紧
路透 3 月 5 日

根据行业定价和信息提供商亚洲金属网的数据，最大铜消费国中国的铜精矿现货加工费周五跌至逾 10 年
来最低，这突显出对冶炼厂来说，原料市场非常吃紧。
目前中国的铜精矿现货加工费为每吨 38.50 美元，是亚洲金属网自 2010 年 10 月以来最低的每日评估价
格。此前，恶劣天气扰乱了主要生产国智利的铜精矿运输，且中国冶炼厂停止购买澳大利亚的供应。
加工费用是冶炼厂的关键收入来源，当精矿供应收紧时，加工费会下降，冶炼厂必须接受更低的价格才能
确保得到原料供应。
在 202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铜精矿现货加工费一直徘徊在八年低位附近，但今年迄今再次下跌 24%，
远低于每吨 59.50 美元的 2021 年指标水平，挤压了冶炼厂的利润率。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指标期铜上周触及每吨 9,617 美元的九年半高位，因投资者买入金属以对冲央行刺
激措施可能引发的通胀。
趨勢/評論
数字人民币冲刺进行时
更新于 2021 年 3 月 7 日 15:02 程实 ， 高欣弘 为 FT 中文网撰稿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史无前例地提及“数字”十次，意味着建设数字中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远景规
划的重要目标。
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中国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数字化生产力的提升，还需推动生产关系的全面进化，
而货币体系的革新即是一系列生产关系变化的起点。自 2020 年 4 月数字人民币的首个试点应用场景落地，
其推广速度与广度大幅超出市场预期，目前已累计向公众发放 1.5 亿元。
当前数字人民币已进入冲刺阶段，将在时间和空间多维度加速服务于数字中国的建设。第一，时间提前。
数字人民币成为今年两会热词，并被列入多地政府工作目标。2 月北京冬奥场景提前布局，某种程度上已
满足此前要求的“四地一场景”闭环测试，正式落地时间或近在咫尺。第二，物理空间压缩。安全便携是
存放数字人民币的首要考虑，数字人民币在物理形式上将尽可能朴素务实，在符合中国金融理性的方向上
全速推进，可视卡和可穿戴设备芯片钱包等或只作为特定场景补充。第三，虚拟空间拓展。近日央行数研
所基于中国首个自主可控的区块链软硬件技术体系“长安链”，加快推进数字人民币的企业应用，体现出
数字人民币的功能定位将不止于替代 M0，更旨在为企业间的互信支付与升维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展望未来，数字人民币全程可追溯的特性与区块链耦合，可编程性则为 5G、AI 等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与叠
加拓展了空间，或将重构数字经济世界的交换体系，激发数字经济的新一代潜能。
数字人民币向内蓄力，“线上+线下”铺设数字时代金融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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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数字人民币的首个应用场景在苏州落地，以交通补贴的形式发放给苏州相城区各区级机关、
事业单位和直属企业员工。经历 6 年研发，数字人民币终于迎来向全民推广的落地阶段。自 2020 年 10
月深圳罗湖首次开展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后，央行已在苏州、北京、成都以及深圳福田、龙华区多地累计
派发红包达 1.5 亿元。而 2020 年 11 月，数字人民币再次新增上海、长沙、海南、青岛、大连、西安六地
试点，加速提升试点的地域广度与试验深度。其中，海南作为自由贸易港，具有金融开放与资金自由流动
的独特优势，试点或将拓宽至跨境贸易的场景测试。
数字人民币的推广过程呈现出循序渐进、兼容并包的特征，不仅在发行环节以“发红包”形式提升市民参
与感，在流通场景中也充分考虑数字时代的用户需求。
一方面，数字人民币推广从最初的加油站、超市等纯线下场景逐步走向“线上+线下”融合。自苏州“双
十二”试点引入电商场景后，数字人民币线上推广层次日益丰富，据不同银行钱包的适配性，可在美团、
滴滴、哔哩哔哩等多个互联网场景使用，利用互联网“导流”提升数字人民币的用户转化率。
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钱包形式多样，可嫁接但不依赖于智能手机和网络。从最早出现的手机内测应用软
件，到手机 SIM 卡、可视卡、可穿戴设备等硬件钱包，数字人民币体现出“中心化发行，市场化流通”的
思路，由央行和指定运营机构共同开发普惠的钱包生态平台。
数字人民币向外开放，区域性合作推动全球数字货币体系规则制定。
相较在国内数字人民币的稳步审慎推进，以覆盖小额支付场景为先，在“外循环”中则将做出更大胆、更
具挑战性的尝试，同时也考虑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的试验与应用。近日，人民银行数研所发布了与香港金
管局、泰国央行和阿联酋央行共同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的声明，提出“进一步研究分布式账
本技术，实现央行数字货币对跨境交易全天候同步交收结算，便利跨境贸易场景下的本外币兑换。”
在央行数字货币桥中，由于各国可能采取不同的底层架构与技术路线，如何实现跨境支付的同步交收，除
了技术上的适配问题，还将面临法律法规、业务差异等多重挑战。这也和中国“双循环”的新时代内涵相
吻合，数字人民币在“内循环”中的推进中充分考虑中国实际国情，与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商户、互联网
平台深度合作，将发行环节与交易场景全面融合，激发数字内需的释放。而在“外循环”中则更加包容开
放，在谋求共识的基础上与合作各方探索各种可能方案，推动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积极参与以
CBDC 为基础的新型跨境支付体系的规则制定。
数字人民币冲刺进行时。
随着涉及专利的渐次公布和试点范围的相应扩大，数字人民币雏形已现，市场对其认知也随之清晰。然而
我们认为，相较诸如 Libra、比特币等其他类型的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是一项具有独创型的试验。
在全球数字货币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境下，数字人民币已进入冲刺阶段，将在时间和空间多维度加速服务于
数字中国的建设。
首先，落地时间或将提前。去年央行官方表述提及，“数字人民币将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
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正式推出尚无时间表”。由此，市场普遍预期数字人民币将在
2022 年冬奥期间或之后全面落地。然而，在今年年初的地方两会中，数字人民币被列入 2021 年的多地
政府工作计划。此外，2 月 6 日，北京围绕冬奥消费全场景，主办了“数字王府井，冰雪购物节”数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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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试点活动，某种程度上提前布局了冬奥的数字支付场景。因此从时间线上，数字人民币的推出时间表
可能大幅提前。
其次，物理空间压缩。在近期试点中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和可穿戴设备芯片钱包成为热门话题，也引发市场
对于数字人民币推动硬软设备更新换代的高期待。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可穿戴手环等硬件钱包只可作为数
字人民币在特定场景下的的补充，其主形式仍要以安全便携为首要考虑，即在保证中国技术自主可控前提
下与智能手机融合。目前，中国在手机内置安全芯片的研发实力仍相对不足，基于 NFC 生态的安全芯片
实现国产化改造的难度较大，而我国 5G 超级 SIM 卡已能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金融级安全芯片。由此，数
字人民币在物理形式上将尽可能朴素务实，在符合中国金融理性的方向上加速推进，通过手机 SIM 卡实现
“碰一碰”以及应用软件在线支付或是最主流的数字人民币交易形式。
最后，虚拟空间拓展。央行将数字人民币的主要功能定位为替代 M0，覆盖日常小额支付场景。但从长远
角度看，如何与区块链全程可追溯的特性结合，从而解决企业之间的支付与互信问题也将成为数字人民币
的使命。3 月 1 日，北京微芯区块链与边缘计算研究院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基于中国首个自主可控的区块链软硬件技术体系“长安链”，推进数字人民币企业应用。数字人民
币的推出并不止于对个体支付领域的改造，而更意在新型金融基础设施的搭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数字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
数字人民币时代的开启标志着数字化迁徙的起点，重点关注新优势新业态。
虽然计算机、智能手机以及网络技术的普及已初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消费习惯，但数字经济并非是单纯
的产业革命，它革新了价值创造的方式，再定义了价值分配的过程，因此与植根于传统实体经济的旧思想、
旧秩序以及旧阶层存在显著矛盾。互联网平台经济是一项成功的数字化试验，而如今人类社会要从物理世
界向数字世界迁徙，则不仅需要生产力的提升，更需要生产关系的全面进化。
今年两会中，多位政协委员提交了“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提案，也意味着数字经济已经由专注生产
力提升进入生产关系重塑的阶段。5G、AI、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从连接人到连接万物，带动数字经济全
流程升维，区块链则以其不可篡改性实现机制上的高度信任，成为数字化整体迁徙的制度保证。在数字化
技术的革新下，我们将看到大量原生可追溯的数字资产诞生，而传统信用货币体系却并不具备对接交换的
数字化能力。数字人民币应运而生，其全程可追溯的特性与区块链耦合，可编程性则为数字化技术的运用
和叠加拓展了空间，或将重构数字经济世界的交换体系，激发数字经济的新一代潜能。
張榮發特助成千億規模日本地產王！他 24 歲進長榮，從老董學到這三個人生經驗
作者 今周刊 | 發布日期 2021 年 03 月 08 日

許多人沒聽過浩正集團，更沒聽過張正文，但他旗下的私募基金，專門投資美國、日本兩大不動產市場的
特有商機，近年更鎖定物流倉儲，每年創造 10% 收益率。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日前發布《2021 年亞太地區房地產趨勢調查報告》指出，市場投資眼光已轉向景
氣下滑時仍能創造穩定收益的資產，如物流倉儲、出租住宅與資料中心。日本矢野經濟研究所更預測，日
本物流倉儲於 2020 年的市場規模達 175.3 億日圓，2025 年將達 583 億日圓，比亞太地區過去以辦公、
零售與商務旅館等為投資主流標的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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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灣人創立，在日本神奈川、千葉、埼玉等關東地區持有三座物流倉儲的浩正商業國際地產集團，就走
在這個趨勢上。該集團在全球管理的資產總值達 40 億美元（約台幣 1,110 億元），是少數活躍於日本倉
儲物流投資的私募股權基金，每年平均收益率近 10%，背後布局的要角，正是浩正集團董事主席張正文。
跟隨張榮發 15 年，獲經營聖經
浩正集團在台灣雖不具知名度，但在 2013 年曾將持有的日本 4 家購物中心，包裹至新加坡上市，後來陸
續增加投資的購物中心至 11 家；4 年後，於 2017 年又賣給國際私募基金黑石集團（Blackstone），成
功高獲利出場。
「我小時候住在日本，印象最深的是父親帶我到處看不動產，所以產業景氣、產品好壞、市場供需變化，
我有著比別人更為靈敏的嗅覺。」今年 56 歲、身材壯碩且聲如洪鐘的張正文，目光炯炯有神地說著他對
房地產投資的熱情。
雖然從小耳濡目染不動產業，不過張正文早年接觸最深的卻是交通運輸業。他曾進入長榮集團擔任張榮發
特助，並處理集團在日本的政商關係，擔任過長榮航空日本總代表。
「我人生學到的第一堂課，是領導人對事業的堅持。」初出社會即加入長榮集團，跟在張榮發身邊 15 年
的張正文，從張榮發身上學到重要一課，是面對困難不輕言放棄，這也影響他日後創業的態度。
張正文進長榮時，年僅 24 歲，剛好是長榮航空籌備階段，他的任務是協助爭取飛日本的航權，為此他派
駐日本 10 年，擔任日本總代表。儘管位階高，可以見的人多，但要拿下航權仍不容易，「壓力很大，航
權談判中間，遇到中國、日本的政治角力遠高於外界想像，感受到很多無奈。」除了爭取日本航權，他也
被賦予許多高難度任務，包括台灣高鐵當年轉換至日本系車體，他扮演從中協調的角色之一。
2004 年，張正文離開長榮，以投資日本出租公寓做創業第一炮，並透過與花旗集團私募股權基金合作，
一路擴張資產規模。2008 年金融海嘯時期，他危機入市，大量收購日本購物中心與大阪地標「Croesus
心齋橋」，重新整理後，2013 年在新加坡上市，2017 年順利以 1,300 億日圓賣給黑石集團，對比當初 9
百億日圓的成本，若以自有資金估算，投資報酬率超過兩倍。
專注於房地產投資的張正文，在張榮發身上學到的第 2 個經營觀念，是寧可做不成生意，也不要違背良心。
張榮發常常告訴他，經營企業做任何決策都要對得起股東，不能為了要賺錢而沒有中心思想。
張正文舉例，2007 年，浩正集團參與全日空在日本的 13 家旅館的競標，出價輸給摩根士丹利私募基金
而落敗。「沒有得標，我一點都不覺得可惜，因為當時我們的出價完全是根據專業估價判斷，如果只為了
得標，盲目追高價格，將對不起私募基金的股東。」沒想到隔年發生金融海嘯，摩根士丹利未能履約，資
產全數被銀行沒收，張正文反而未在金融海嘯受到太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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