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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焦点
•

阿斯利康（AZN）跌幅扩大至 1.8%，刷新日低至 53.67 美元。美国白宫“曲线急速运动”疫苗工作组主管
Slaoui 认为，阿斯利康新冠肺炎疫苗在美国的第三阶段试验可能很快就会完成

•

美国卫生部长 Azar：新冠肺炎疫苗分配可能会在 12 月 10 日之后开始。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已经
安排 12 月 10 日开会讨论疫苗（能否获得紧急使用授权/EUA）

•

国际航协拟推出数字健康通行证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23 日说，正开发多款手机应用，协助航空旅客弄清楚各
目的地新冠肺炎疫情限制措施，并与航空公司或政府共享个人病毒检测或疫苗接种信息。这些手机应用将构
成“国际航协旅行通行证”数字平台，拟于今年年底前试点推出，计划于明年第一季度正式推出，以推动安
全旅行。

焦点
•

拜登选择 Kerry 负责气候变化事务

•

王毅：中日同意明年适时举行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共同决定本月内启动两国必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

•

李克强：中国经济稳定恢复得益于围绕保市场主体实施助企纾困政策

•

天齐锂业：控股股东天齐集团 11 月 19 日至 24 日期间累计减持 152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目前
银团展期手续尚在审核中，公司还未获得银团确定同意的批复文件，亦未就此与银团签署相关协议，存在贷
款到期且未能成功展期而公司无法及时、足额偿付导致违约的可能性

•

中汽协：11 月上中旬，11 家重点企业汽车产量完成 161.2 万辆，同比增长 9.6%。其中：乘用车产量完成
137.9 万辆，同比增长 7.2%，商用车产量完成了 23.3 万辆，同比增长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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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宏观经济
拜登计划提名前美联储主席耶伦为财长
WSJ Nick Timiraos / Kate Davidson / Ken Thomas 2020 年 11 月 24 日 15:09 CST 更新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候任总统拜登(Joe Biden)计划提名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主席
耶伦(Janet Yellen)为下一任财政部部长。耶伦是一位拥有 30 年一线政策制定工作经验的经济学家。
如果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批准，耶伦将成为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拜登政府将努力推动美国经济从新
冠疫情造成的破坏中复苏，选择耶伦担任财政部长将让这位 74 岁的劳动经济学家领导这一努力。
作为首位女性美联储主席，耶伦将成为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美联储以及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第一
人。
耶伦周一在电话中不予置评。
另外，拜登的过渡团队表示，他将任命马约卡斯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负责人，还将任命海恩斯(Avril
Haines)来领导美国情报部门。前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将担任气候变化问题总统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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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经济团队将面对严峻的经济前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仍然没有工作，就业增长在 5 月、6 月和 7
月商业重启时大幅反弹之后放缓。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经济学家上周表示，由于新冠病例
不断上升，他们预计 2021 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将略微收缩。
虽然奥巴马(Obama)政府在 2009 年 1 月上任之前美国经济也是一片黯淡，但民主党当时掌控着众议院和
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政府行动面临的政治掣肘要少得多，而此次即便民主党人在明年 1 月初赢得佐治亚州
两个席位的第二轮选举，让共和党人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权，拜登也没有奥巴马当时的有利局面。
耶伦最近表示，如果国会不通过进一步支出计划来应对失业和维持小企业生存，那么经济复苏将不均衡和
乏力。她在 9 月 28 日的一次采访中称：“有很多人和很多企业处境困难。经济需要这些支出。”
拜登的过渡团队官员认为，耶伦在处理过早退出政府刺激措施的危险方面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权威人士，如
果国会仍在采取行动方面犹豫不决，她可以与美联储和行政机构密切合作以争取更多支持。
特朗普的前高级经济顾问科恩(Gary Cohn)在一份声明中称，耶伦是“财政部长的绝佳人选”。科恩表
示：“在曾有机会与时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共事之后，我毫不怀疑她将成为我们促进全员受益型经济发展所
需要的稳定力量，尤其是在当前的困难时期。”
11 月 30 日之前预计不会正式宣布耶伦的提名。拜登的一名过渡团队官员周一称，他的办公室将于下周初
宣布其经济团队的首批成员。
新冠疫苗或释放被压抑需求，进而引发美国通胀上升
WSJ David Harrison 2020 年 11 月 23 日 12:50 CST 更新

通货膨胀可能卷土重来。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未来新冠疫苗的问世可能会再次推动旅游、餐饮和其他服务的消
费，从而推高美国的物价。
若果真如此，则将改变过去 10 年来的情况。过去 10 年中，尽管经济强劲、失业率较低，但美国的通胀
率很少达到美联储设定的 2%的目标。这也将考验美联储的新政策框架。该框架要求，在像当前阶段这样
低于上述目标水平一段时间后，通胀率需要在一段时间内高于该水平。
今年春天疫情导致美国经济急剧衰退，不过自那时以来经济取得的进展使预测人士更加相信，一旦疫苗问
世促使人们恢复疫情前的生活，经济就会出现强劲复苏。
在疫情初期大量裁员和大幅降价的航空公司和酒店届时可能难以满足激增的需求，这会推高产品和服务的
价格。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开始寻找其他住所，城市里的住房租金可能再次开始攀升。此前，由于人们居
家防疫，城市里的住房租金出现下降。
同样，3 月份的新冠疫情救助法案向人们提供了更多现金，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钱还没有被花掉，从相对
较高的储蓄率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该法案直接向家庭发放补贴，并增加了失业补助。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数据，受救助法案相关开支影响，美国联邦债务
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今年将升至 98%，创下二战结束以来最高水平。这些拨款应该也会导致价格上
涨，因为有更多的资金正在经济领域流动。
所有这些都可能推高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这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按该指标衡
量，美国 10 月份按同比计算的通胀率为 1.4%，低于美联储 2%的通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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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期来看，一些经济学家预计明年春季，美国通胀率将出现一、两个月短暂上升的情况。这是因为在今
年 3 月和 4 月，随着第一波新冠疫情暴发，物价出现了大幅下跌。由于通胀率是以物价同比变化来计算
的，所以当对比基数偏低时，通胀率会显得强劲，因此这种预测说得通。
这些预测人士表示，美联储可能不会对这种暂时性的通胀飙升做出反应，这股上升势头将在夏季消退。
不过，一些经济学家预计，在晚些时候，通
胀将再次上升。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经济学家岑特
纳(Ellen Zentner)说：“我们看好明年的
（经济）增长。”“其中一些增长将来自被
压抑的服务需求得到释放。”
岑特纳预计，整个 2022 年，美国通胀率将保
持在美联储 2%的目标水平或高于该水平。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的几年里，尽管失业率
处于历史低位，且经济增长强劲，但通胀依
然温和。在一些分析师看来，这意味着通胀
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强劲的经济做出反应。他们说，技术变革或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因素可能会抑制物
价涨势。
这种想法是美联储 8 月份宣布不再为遏制通胀上升而预防性加息的原因之一，美联储现在愿意让通胀率在
一段时间内小幅高于 2%，以弥补通胀率持续低于这一水平的影响。实际上，这意味着即使未来几年通胀
上升，美联储也可能将利率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IHS Markit 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普拉肯(Joel Prakken)认为，过去几年通胀疲软的一个更合理解释是油价低
企以及强势美元压低了进口价格。普拉肯预计，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站稳脚跟，油价将上涨，美元将走软。
他认为，全球经济复苏将推动通胀率在本十年中期前持续高于 2%的目标水平。
美联储在新政策框架下如何应对通胀抬头将受到密切关注。
岑特纳称：“美联储要建立信誉，还需要一些时间。”她还说：“还需要时间证明美联储在通胀超过 2%
的目标时确实不加息。”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首席美国经济学家阿什沃思(Paul Ashworth)也预计物价将面临更大的上行
压力。他表示，美联储新的不干预政策本身可能会推高通胀。
“美联储董事会的多数成员都明白，他们必须控制住通胀，”他说。“但你可以看到，他们会被说服，相
信实际上我们只是需要更多时间让实体经济赶上来、让失业率降下来。”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通胀将加剧。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希尔(Spencer Hill)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
写道，他预计劳动力市场要到 2024 年才会复苏，在那之前通胀率都会受到抑制。
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曾指出，广泛的结构性因素可能是过去几年通胀疲软的根本原因。她
在 10 月份表示，她认为未来几年通胀率不会持续达到目标。
美联储官员已明确表示，他们不打算在短期内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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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无法阻止欧元区陷入双底衰退
WSJ Maria Martinez 2020 年 11 月 24 日 14:40 CST 更新

疫苗研发方面的利好消息令人欣喜，但投资者可能忘记了随着新冠病例数的不断上升和持续的封锁措施将
欧元区推向双底衰退的边缘，未来几个月欧元区经济形势将非常严峻。
上周一，在又一种候选新冠疫苗发布乐观数据后，道琼斯指数升至纪录高位，但疫苗的生产、分销和广泛
接种需要时间，这意味着对经济的积极影响至少要到 2021 年春季才会显现。
法国安盛投资管理公司(AXA Investment Managers)首席经济学家莫埃克(Gilles Moëc)说：“疫苗方面
的好消息可能不会改变 2021 年中之前的宏观经济走向。”
莫埃克表示，即使证实了疫苗有效率超过 90%，可能足以提供群体免疫力，但短期内可能难以改变今年
冬天的形势，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2021 年的整体增长表现。
这位经济学家表示，第四季度本地生产总值(GDP)不断萎缩的程度绝对没有理由发生改观。他表示，在最
好的情况下，疫苗接种 12 月份才会开始。
上周一 Moderna (MRNA)表示，其实验性新冠疫苗的首次中期有效性分析显示，该疫苗对保护人们免受
新冠病毒感染方面的有效率为 94.5%。之前一周，辉瑞公司(Pfizer Inc., PFE)及其合作伙伴 BioNTech
(BNTX)表示，其新冠疫苗试验的早期分析显示，疫苗有效率超过 90%，但上周发布的关键性研究结果显
示该疫苗有效率为 95%。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欧洲经济研究主管塞古拉-卡尤埃拉(Ruben Segura-Cayuela)说：“市场立
即对这些消息作出了积极反应。但经济跟进的时间可能更长一些。”
City Index 分析师钦科塔(Fiona Cincotta)称，在疫苗广泛分发前，新冠病例数的激增和欧洲各地封锁限
制的收紧，可能让脆弱的经济复苏迅速脱轨。
她表示：“疫情隧道尽头透出光亮的事实令投资者非常振奋。”“不过，也不能忽视当前的背景。”
目前仍不确定有了疫苗后还需多久才能使经济回归正常，但很可能耗时数月。生产、物流和分销因素的制
约意味着大规模疫苗计划将需要一定时间来设立。
疫苗接种后也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为受种者提供全面的保护，从而进一步推后限制措施可以放松的
时间点。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首席欧洲经济学家肯宁厄姆(Andrew Kenningham)说：“情况将进一步恶
化，之后才会好转。”
未来两到三个月内欧洲各地的封锁措施可能会继续实施，尽管各国经济下滑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但凯投宏
观预测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整体将下降 3%。
不过在经历了艰难的冬季之后，疫苗的进展预示着随着限制措施的放松，欧元区经济将在 2021 年第二季
度迎来复苏。
Ostrum Asset Managers 首席经济学家韦希特尔(Philippe Waechter)解释道，这场危机的特殊之处在于
经济已被阻断以限制疫情的蔓延，这是一个与经济或金融市场无关的外生冲击。
韦希特尔称：“在这个时期，政策制定者不知道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不得不制造衰退来遏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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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宝盛(Julius Baer Group)首席经济学家科尔(David Kohl)表示，疫苗将增加又一种减缓疫情蔓延的手
段，降低对那些会冲击经济之措施的依赖，比如严格的行动限制措施。
AXA IM 的莫埃克称，疫苗问世以及经济恢复正常的前景可能会鼓励政府加大财政刺激，有关部门对不断
攀升的公共债务的担忧会减轻，并会冒险在未来数月提供更多的支持。
尤其是对南欧国家来说，疫苗让人憧憬该地区遭受重创的旅游业有望在 2021 年夏季得到拯救。
凯投宏观欧洲经济学家海因兹(Jessica Hinds)称：“若有一款有效疫苗在明年广泛接种，应该能让西班牙
遭受重创的旅游业迅速恢复正常，并将改变短期经济前景。”
鉴于西班牙比其他主要欧洲经济体更加依赖国外旅游客源，该国也将受益更多。凯投宏观预测，明年西班
牙经济将增长 4.5%，但海因兹表示，如果有了疫苗，该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是该水平近两倍。
然而，市场或许庆祝得太早了。
税务、审计和咨询公司 Mazars 的首席经济学家拉加利亚斯(George Lagarias)称：“对于从现在到未来
疫情有效结束之间的这段不可避免但又完全无法预测的时期，投资者无法忽视。”
拉加利亚斯说：“在此期间，经济面临的压力可能会变得极端。”
中外关系
白宫考虑对中国采取新的强硬措施
WSJ Bob Davis 2020 年 11 月 24 日 10:40 CST 更新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即将在两个月后结束任期，但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他们正
在推动对中国采取新的强硬措施。
政府官员表示，这是一项最宏大的行动，将建立一个西方国家的非正式联盟，在中国利用贸易实力胁迫其
他国家时联合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他们表示，在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疫情的源头进行调查后，中国对澳
大利亚施加了经济压力，这催生了美国政府的计划。
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试图以惊人的经济胁迫手段压制其他国家就范。”“西方需要建立一个体系，
联合吸收中国胁迫式外交带来的经济惩罚并抵消由此产生的成本。”
根据这项联合反制计划，当中国采取抵制进口的行动时，盟国将同意购买被抵制的商品或提供补偿。或
者，盟国可以联合一致，就损失的贸易对中国加征关税。
特朗普政府还考虑扩大对使用强迫劳力的中国新疆地区的进口禁令，并将更多企业纳入美国商务部的黑名
单，包括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 SMICY, 简称﹕中芯国际)。目前中芯国际在向美国公司采购时已经面临严格的许可
要求。
中芯国际发言人建议参考该公司在 9 月份发布的一份声明；声明称，中芯国际继续与美国商务部接触，并
表示与中国军方毫无关系，也不生产用于军事用途的产品。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回覆置评请求。
上述高级官员承认，这些新措施面临特朗普政府影响力日渐衰减的阻碍。这些措施的成功还需要即将上任
的拜登(Joe Biden)政府认可并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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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有一点远远不能确定的是，其他依赖对华贸易的国家是否愿意加入一个旨在遏制中国的集团、或
者一个可能依赖关税大棒的集团，毕竟，关税举措会损害国内消费者利益。这些官员表示，他们正在与西
方民主国家接触，但没有透露是哪些国家。
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du Lac)国家安全专家霍尔兹(Eugene Gholz)说：“这将是一种冷
战式的全球分裂。”霍尔兹表示：“觉得（中国）会不守规矩，所以就准备防御。”
特朗普本人一直专注于挑战 11 月 3 日的大选结果，他在此次选举中被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击败。当选总统
拜登的发言人对潜在对华新举措不予置评。
中国今年向澳大利亚施压之举激发了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澳大利亚正在寻求支持以调查可能导致新冠病毒
传播的任何失误。新冠疫情起源于中国武汉。
中国对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大麦和葡萄酒实施了限制举措，许多议员和经济学家认为此举是对澳大利
亚推动详查新冠病毒来源的反制。
尽管如此，9 月份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占比达到创纪录的 41.7%，有助于缓解新冠大流行对澳大利亚经济的
影响。澳大利亚经济正在经历 29 年来的首次衰退。
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上升是受到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需求的推动；中国需要铁矿石来满足以基
建拉动的经济复苏。
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本月向包括《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在内的澳大利亚媒体提交了
一份清单，列举了 14 项澳大利亚政府引起中国不满的行为，一时紧张气氛升温。
这些不满包括呼吁对新冠疫情源头展开调查、政府资助“反华”智库研究、突查中国记者、澳大利亚议员
对中国的评论、立法审查中国发起的收购，以及“不断肆意干涉”中国政府处理香港、新疆与台湾事务。
澳大利亚政府驳斥了中国的说法，并呼吁北京方面讨论提出的不满。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的发言人周日表示，美国企业或政府的购买决定对他们来
说很重要，但澳大利亚欢迎任何伙伴国对其商品和服务的兴趣。
伯明翰在接受澳大利亚 Sky News 电视采访时称，他对中国破坏两国合作的举动深感担忧，但他也表示，
澳大利亚仍对与北京方面的对话持开放态度。
伯明翰说：“中国政府要想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弄得好像是在刻意针对澳大利亚。”
北京方面将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堪培拉方面，澳大利亚政府拒绝接受这种说法。
在上述中方对澳大利亚政府不满清单披露前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澳方应当对此予以正视，
认真反思，而不是倒打一耙、甩锅推责。
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U.S.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注意，该委员
会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 11 月 18 日一篇报道的链接以及该
委员会对澳大利亚行动的支持。该委员会表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澳大利亚。”
自那以后，白宫就利用这 14 项不满来争取盟友支持。上述高官说：“我们把这份不满清单作为其他国家
在对华政策上应当做什么的正面清单”。
一些参与制定拜登对华政策的民主党国家安全专家也认为，此举是北京方面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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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北京方面偶尔动用经济实力来设法惩罚西方国家，比如在已故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 2010 获得诺贝
尔和平奖后，中国方面一度基本上切断了挪威对中国的三文鱼出口。
但这么做的影响有限，北京方面也经常否认参与过抵制。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问题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称，上述针对澳大利亚的行动影
响更为深远和公开。他说：“中国显然想向美国盟友暗示自己的红线在哪里。”
联合行动是否会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 WTO)的规定是特朗普的国家安全
团队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他们表示，诉诸 WTO 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因为需要几年时间才能解决。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美国问题研究中心(United States Study Centre)贸易和投资项目主任柯
克纳(Stephen Kirchner)表示，美国和盟国很难买下原定运往中国的商品。
他表示：“我不认为美国和其他盟国真的会让政府直接指示私营部门进行采购；所以，你就只能加征关
税，这样做有些适得其反，因为关税只会提高盟国的成本。”
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他们也在寻求对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进口商品采取更严格的惩罚措施。
今年 9 月，美国政府禁止从一些新疆企业进口棉质服装、电脑零件和其他产品，这些企业被指依赖被强迫
和被监禁的劳工。
不过一项更广泛的禁令被阻止，因美国财政部、农业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 Trade
Representative's office)警告称，这可能损害美国服装生产商和其他进口商的利益。
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正再次争取促成一项更广泛的禁令。今年 9 月，美国众议院以 406 比 3 的表决
结果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进口商提供“清晰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商品不是由强迫劳力生产的。美
国参议院正在考虑一项类似的法案。
特朗普政府的上述高级官员称他们正在寻求一项类似于这些措施的政策。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时承诺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最终发起了一场贸易战，目的是减少从中国的进口，
并在中国市场上为美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尽管美中今年年初达成了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但美国继续对每年从中国进口的约 3,700 亿美元商品
加征关税。
大中华地区
中国宣布已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目标
WSJ James T. Areddy 2020 年 11 月 24 日 12:00 CST 更新

中国周一宣布已在全国范围内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中国共产党减少社会不平等政策的一项重要成就。
中国官员表示，贵州省的九个县最近已被认定脱贫。贵州省山区面积较多，这些县是中国最后一批脱贫的
县。中国根据收入、健康、教育、住房和其他生活需求等一系列指标设定了脱贫标准。
在今年年底前消除贫困是中共在 2021 年建党 100 周年之前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步骤。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近年来走访了全国各地，承诺关注社会最底层人群，并已指示将大量资金投入学校、诊所、住房和
发放现金补贴，以实现 2011 年设定的脱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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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40 年来，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造成了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城市变得富裕起来，农村的
经济发展则较为落后。习近平称能否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并实施了推动农村现代
化的政策。长期以来，中国农村人口赚钱的主要方式是进城务工。
与其他地方一样，新冠疫情对中国低收入群体的打击尤其大，尽管面对疫情带来的挫折，习近平重申有决
心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目标，这也使得中国政府在年底前宣布脱贫取得成功成为意料之中的事。今年早些时
候《人民日报》表示，绝对贫困问题困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因此消除绝对贫困称得上是人类反贫困史的
中国奇迹。
在上周末的二十国集团(Group of 20)会议以及数日前的亚太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已经暗示这一目标能
够实现。
真正实现目标的时刻悄然来临。在官方媒体上，贵州当地一名官员宣布跨过这一里程碑。在周一晚间的全
国新闻联播中，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连串来自贵州的拍摄画面来纪念这一重要时刻，包括新建的居民楼、
学校、高铁线路以及纺织厂的工人和开着拖拉机运输水果的农民。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将消除贫困宣传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大成就。在 1976 年毛泽东逝世之后几年，
中国实行了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共表示，近几十年来全球脱贫人口中，有 70%来自中
国，并表示中国总共有大约 7 亿人摆脱了贫困。一些国际组织也称赞北京方面大幅改善个人生活水平。
不过，一些外国经济学家仍表示，中国政府将贫困标准定得太低，称这是双重标准，与证明中国是中等收
入国家而非贫穷国家的证据不符。
世界银行前官员今年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如果采用日收入 5.5 美元，或年收入约 2,000 美元的统一标准，
那么约有 3.73 亿人将被视为贫困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 27%。这份报告表示：“以这样的比例来看，中
国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可观，需重新采取行动，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扶贫政策、战略和计划。”
官媒周一报道，在贵州最后脱贫的这九个县，之前的贫困居民如今的人均年纯收入为 1,750 美元左右。
联合国机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东亚主管 Matteo
Marchisio 称，对确切的贫困率吹毛求疵可能会忽略全局，即中国已在很短几年内设法将数亿人口的收入
提高到贫困线之上。
他表示，真正的问题在于，通过专注于那些收入略超贫困线的人、解决系统性不平等并制定政策来提高不
需要政府资金支持的收入，让这些成果得以持续。
黄之锋、周庭等三人承认煽动抗议，面临监禁
WSJ Joyu Wang / Wenxin Fan 2020 年 11 月 23 日 19:30 CST 更新

黄之锋、周庭、林朗彦三人承认去年在香港警察总部外煽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因此面临监禁。
这三位著名的年轻民主活动人士，是这几个月来因为香港抗议活动引发北京高层愤怒、而被当局盯上的又
一批关键人物。
这三名前学生领袖对去年 6 月香港街头抗议活动升温时发生的包围警察总部事件中的相关指控认罪，三人
即时被收押，直到主审法官于 12 月 2 日作出判决。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都是已经解散的政治团体香港
众志(Demosisto)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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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一的庭审中，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均表示已做好立即入狱的准备。他们被指控在去年 6 月 21 日集
结了数千人包围香港警察总部，事件起因是当月早些时候警察在试图驱散亲民主抗议人群时使用武力，并
由此引发了愤怒情绪。
黄之锋说，也许政府就是想让他待在监牢里。他表示，把民主活动人士送进监狱不会阻止他们争取更大的
自由，“为此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现年 24 岁的黄之锋同时也因 2019 年的抗议活动面临其他指
控。
警方今年逮捕了几十名涉嫌与 2019 年社会动荡有牵连的知名人士，其中包括李柱铭(Martin Lee)等重要
民主活动人士、媒体大亨黎智英(Jimmy Lai)以及几个反对派政治和活动团体的成员。中国官员和官方媒
体长期以来一直呼吁严惩知名的民主派斗士。
去年，有一万多人因参与反政府活动被捕。这些活动都把矛头对准一项允许将嫌犯送往中国大陆受审的法
案。这项俗称《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后来被撤回。许多案件目前正由法院审理，罪名包括参加未经授权
的集会、骚乱和袭击等。
这些起诉独立于港区国安法下进行的调查。今年 6 月，北京方面对香港实施了国安法。这部法律规定，对
与外国势力勾结等新罪行将做出更严厉的判决。最近，当局拘捕了一些反对派议员和记者，与此同时，在
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对异见人士的打压也在加速进行，这引发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谴
责。在香港，示威活动实际上已被禁止，警方和官员以新冠疫情会引发公共健康风险为由禁止人们上街示
威。
黄之锋曾是 2014 年香港占中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此后他那张戴着眼镜的年轻面孔便为人所知。占中运动
的诉求是通过普选产生香港行政长官。香港众志的前领袖周庭和林朗彦也因为占中运动成名，成为新一代
民主派团体更具识别度的发言人。
黄之锋曾因其他抗议活动而入狱，他在周一承认煽惑和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的罪名。林朗彦承认煽动活动。
周庭早前也承认煽动和参与非法集会的罪名。
在周一的法庭审理中，一名检察官播放了去年抗议活动的新闻片段，显示黄之锋和林朗彦用麦克风带领人
群呼喊抗议口号，周庭当时也在两人身旁。
这名检察官指控黄之锋在街头示威中“积极扮演领导角色”，煽动示威者的情绪，指出示威者人数从当天
上午的约 50 人，增加到黄昏时分的约 9,000 人。检察官还宣读了黄之锋发送的短信内容，其中包括他们
计划下午包围警察总部的相关信息。
【Reuters】大陸積極發放數位人民幣紅包 背後有什麼用意？
2020-11-24 15:57 經濟日報 編譯／黃淑玲

路透《熱點透視》專欄作者 Yawen Chen 分析指出，中國大陸的刺激經濟措施，會以升級到高科技的方
式進行，答案是妥善利用數位貨幣。
隨著北京政府在中國大陸各地推動試用，以中國央行發行的數位貨幣交易金額已經突破 3 億美元。這種可
追蹤的虛擬貨幣，在刺激民眾花錢而不是存錢方面具有很大潛力，有可能促使中國政府以此機制發放數位
現金給民眾，刺激急需提振的消費。（延伸閱讀：會員專屬／金融科技業不等同銀行 馬雲說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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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撰文說，韓國、日本等國政府發放現金給民眾的效果好壞不一。家戶在經濟低迷時期，往往傾向積
存錢財，而不是消費。在中國大陸，則又另有風險，擔心資金流入早已經出現泡沫的股市和房地產市場。
雖然決策者嘗試發放折扣券和消費券，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他們的重點仍放在於刺激基礎設施等領
域的投資。
現在數位貨幣或許是個解方。中國當局規劃多年，但中國人民銀行（央行）最近才開始在 28 個城市測試
的數位人民幣，最終可能取代鈔票或硬幣。目前最大規模的測試地點在深圳，10 月當局在深圳隨機抽出
五萬居民，總共對他們發放了約合 150 萬美元的數位人民幣紅包。流程很簡單：中籤者下載行動錢包，
接收價值相當於 30 美元的數位人民幣，可於全市指定商店消費。
直升機撒錢用數位幣來進行的重點首先是，它有時效性，可以設定特定時間以後就失效。而數位幣背後的
科技，能史無前例地令央行能夠監看這些錢花費的流動情況。因此，可以輕鬆免除人們會改將錢存起來的
擔憂。
例如，央行知道了深圳市抽中紅包的人，近 90%把錢花在沃爾瑪超市。
Chen 認為，中國大陸數位人民幣的測試，執行得正是時候。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的新冠疫情後經濟復
甦一直並不均衡。10 月出口增長 11%觸及近兩年高點，但前 10 個月的餐廳營收卻年減高達 21%。根據
標普全球的調查，中國大陸電子產品、服飾與家具等商品的需求也遠低於五年平均水平，顯示家庭對支出
大為縮手。
她說，對於試圖在風險與成長之間求取平衡的決策者來說，數位人民幣成為一個大膽的刺激工具。
香港增 80 宗确诊其中有 69 宗本地感染 周四起关闭多个娱乐场所
路透香港 11 月 24 日

香港周二新增 80 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有 69 宗为本地感染，均创逾三个月新高；由于疫情出现急
剧变化，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宣布，自周四(26 日)起酒吧、浴室等多个消闲娱乐场所将关闭。
陈肇始在记者会上表示，“由室内群组聚集活动引致大型群组爆发，且连续数天出现多宗源头不明的个
案，近三分之一受感染者没有病征，显示社区已出现多条传播链，所以政府需采取多项措施。”
政府收紧各项社交距离措施，针对性减少三类活动，即室内、人多密集、紧密接触，以及不佩戴口罩的群
体消闲娱乐活动，这包括：所有酒吧及酒馆必须关闭；所有浴室、派对房间、夜店及夜总会必须关闭；禁
止在会址内进行现场表演及跳舞活动；餐饮处所的宴会人数上限调整至 40 人。
上述措施适用于所有餐饮处所包括酒店、会所，并自本周四起生效，为期七天。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称，今天新增 80 宗确诊个案中，11 宗为输入，69 宗为本地感染。本
地个案中，跳舞群组再多 54 人确诊，使累计总确诊人数增至 187 宗；另外有 10 宗暂时未找到源头。
金融市场
新一批投资者推动比特币价格再次逼近历史高点
Paul Vigna / Anna Hirtenstein 2020 年 11 月 24 日 10:35 CST 更新

比特币上周重新攀升至 1.8 万美元上方，距历史最高价仅一步之遥，推动此轮大涨的是一批寻求大赚机会
的新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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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CoinDesk 的数据，上周五比特币交易价格最高达到 18,965 美元，比 2017 年 12 月创下的 19,783
美元历史高点低约 4%。比特币的价格仅过去一个月就飙升了超过 50%。
这轮反弹吸引了各类投资者的参与，从华尔街亿万富翁琼斯(Paul Tudor Jones)和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到希望追涨杀跌的顺势交易投资者。
他们的参与又驱动了更多买盘，这类似于特斯拉(Tesla Inc., TSLA)等股票的走势，投资者不断推高这些股
票，几乎不考虑其基本面状况。正如 2017 年比特币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时那样，此轮比特币炒作的很大一
部分是通过口口相传推动的。
上次比特币吸引如此关注是在 2017 年第四季度，当时比特币上涨了近三倍逼近 2 万美元，但当时该行业
还没有做好准备。除了初创交易所，几乎鲜有交易渠道，比特币也没有什么实际价值。随后这波涨势消
退，新的投资者消失，风投枯竭，该行业陷入了一波紧缩和裁员潮。
看好该行业的人士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大有改观。监管格局与 2017 年相比更加清晰便是其中之一。包括
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在内的州和联邦机构制定了针对加密货币的规定，芝商所(CME Group, CME)、洲际交易所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nc., ICE)和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等公司也推出了买卖加密资产
的服务。

还出现了一些面向散户的平台，以满足加密资产交易兴趣。Square Inc.的 Cash App 交易量激增，该应
用自 2018 年来允许客户买卖比特币。第三季度，客户买入比特币的规模达 16 亿美元，高于上年同期的
5.55 亿美元。
PayPal Holdings Inc. (PYPL)在 10 月份推出了一项服务，允许用户通过自己的账户直接买卖比特币。该
项服务在 11 月 12 日向所有美国用户开放，明年将扩展至 Venmo 和一些国际市场。
私人基金管理公司 Grayscale Investments 已经从这一新投资兴趣中受益，该公司销售 10 只专注于比特
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场外信托基金。该公司周二公布，其管理的资产已从 9 月底的 59 亿美元增至逾 100
亿美元。
尽管最近有所增长，但与其他资产相比，比特币的市场规模依然很小，这一因素助推了该市场的波动性。
Pantera 估计，仅在 PayPal 和 Square 的 Cash App 上的交易量就将超过每天产生的新比特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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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tera Capital 的莫尔黑德(Dan Morehead)称，由于对冲基金和其他专业人士也在购买比特币，供应
将变得更加吃紧。他说：“实现供需平衡的唯一途径就是价格上涨。”
【路透專欄】債務違約不斷 投資人停看聽
2020-11-15 02:00 經濟日報 編譯黃淑玲

過去一周來中國大陸爆發數起受到大量關注的債務違約，銀行家與分析師警告，可能會令原先看好中國債
市的外國投資人暫停腳步，並且傷及債券發售前景。因為債市的拋售顯示，市場再度擔憂政府的支撐恐將
不符期待。
國營礦業公司永城煤電在募得人民幣 10 億元（1.51 億美元）才三周後，居然就在上星期驚傳債務違約，
導致監管機關發動調查。在這之前，已有地產開發商中國恒大的財務壓力，紫光集團因負債警報暫停債券
交易，以及上個月 BMW 合作夥伴華晨汽車受矚目的債務違約。
分析師表示，嚇壞了的交易員大賣當地債券，也沒放過對這些企業曝險的銀行。一連串的事件將讓原本燒
滾滾的中國債市降溫。新加坡銀行駐香港固定收益分析師郭張茱蒂說：「這就是展現出市場對政府支援的
信心很薄弱，人們現在比起年初時更覺得不踏實。我們尚在評量現在還有多少支持存在，並且仔細認真監
看政府會支持哪一類的公司。」
今年投資人大力投入中國大陸的主權債與公司債；一些全球投資法人在公司投資研究報告中對他們特別看
好，主要理由是與歐美類似評級的公司債相比，陸企的收益更好。而且，中國大陸是全球由新冠肺炎疫情
中復甦的領先群。
然而經濟反彈比預想慢也不均衡，先前被丟到一邊不管的風險，像是高負債、現金流不穩、政府奧援程度
等，現在無法再視而不見。穆迪駐香港企業金融主管鍾伊凡認為：「塵埃落定後，這類缺點再現。這是為
何你看到愈來愈多的違約案例。」
新加坡星展銀行（DBS）固定收益主管李克里福特說，信用出現壓力絕對需要關注，目前雖還不至於令市
場凍結，不過發債者會先休息一陣子。另一位駐香港的債券金融經理人指出，財務健全、有能力取得現金
的發債人，不必急著現在去面對資金吃緊的市況。
有些投資人其實歡迎整頓及加強監管，如此一來市場可以更為健全。畢竟今年以來，在中國大陸已經發行
400 億美元的高收益債。
高盛注意到最近這些違約案情節較重大，而且跟去年相比，包含了更多國營事業。這表示必須密切留意在
清理信用期間，不要踩雷。高盛分析師何肯尼斯和丁查奇在報告中指出：「中國大陸的高收益債仍是我們
偏好的投資類別，關鍵是必須管理好個別風險。」
行业/板块
小米集团第三季度净利润增长近一倍，销售激增
WSJ Martin Mou 2020 年 11 月 24 日 19:25 CST 更新

小米集团周二表示，第三季度净利润几乎增长一倍，得益于智能手机销售大幅增长。
该中资公司表示，净利润同比跃升 93%，至人民币 48.8 亿元（约合 7.41 亿美元），收入增长 35%，至
人民币 72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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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集团表示，第三季度其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 45%，至 4,660 万部。根据市场情报公司 Canalys
的统计，这是全球同业中第三高的出货量。
小米集团称，境外市场收入飙升 52%，达到人民币 398 亿元，创历史新高。该公司援引 Canalys 的数据
称，在此期间，西欧市场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了一倍以上。
该公司称，生活消费产品和互联网服务的收入也录得稳健增长。
小米集团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今年年内已累计涨逾 150%，凸显出投资者相信该公司可以从中资科技巨头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手中夺取市场份额。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因美国制裁而受到
影响。
华为本月早些时候称，将把旗下平价手机品牌荣耀(Honor)出售给一个由国有企业和荣耀设备经销商组成
的财团。外界普遍认为华为此举是为了维持其智能手机业务。
小米集团股价周二收盘下跌 1.6%，至 27.15 港元，此前一天该股触及纪录高位。
【經濟彭博周報】阿里巴巴這座工廠祕密試驗三年 「迅犀」是什麼新物種？
2020-11-24 16:40 經濟彭博周報 編譯／車悅心

中國大陸最大企業阿里巴巴透過消費者數據和線上服務，推動大陸實體零售商店走向現代化，如今該公司
的新目標是力助製造業邁向現代化。
阿里巴巴在 9 月 16 日公布一座坐落在杭州郊區的智慧工廠，這座工廠已祕密試驗三年，名為「迅犀」，
字面意思是「快速的犀牛」。迅犀展示了阿里巴巴的最新業務，即向製造商提供數據分析跟後端技術，以
便業者能依消費者需求進行客製化及微調生產。
服裝公司從設計到商品送達門市，至少需 90 天的時間，而迅犀使用的數據和科技，讓業者能在兩周內決
定要生產哪些商品和生產規模。迅犀的目標是成為淘寶與天貓平台服飾商的一條龍生產解決方案供應商。
根據歐睿國際（Euromonitor）估計，大陸去年服裝市場的規模達到人民幣 2.2 兆元（3,280 億美元）。
在北京力倡智慧工廠「工業物聯網」之際，阿里巴巴看好多年對消費者行為的觀察，應可協助大陸製造
商。阿里巴巴指出，大陸每四件衣服就有一件透過旗下電商平台發貨，這讓阿里巴巴取得大量數據。
迅犀執行長伍學剛表示，迅犀可提升傳統製造商的獲利能力，降低庫存，並滿足客製化需求。該公司說，
工廠的縫紉機和傳送帶都可透過智慧手機進行遠距監控。
從 iPhone 到電動車，大陸擁有部分全球最先進的工廠，但在經濟放緩之際，規模較小的製造商，正艱難
地適應不斷變化的消費者需求。阿里巴巴雖從服飾生產入手，但終極目標是幫助更多製造商解析數據、實
現物流自動化，並以「即時生產」（JIT）模式，壓低庫存。
迅犀是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 2016 年提出的「新製造」概念的成果，這與阿里巴巴整合線下和線上購物的
「新零售」策略密切相關。盒馬等新業務已發展成規模達到 120 億美元的事業，第 2 季占阿里巴巴總營
收的比率達到 20%；盒馬是為阿里巴巴旗下販賣生鮮食品的子公司，擁有網路和實體門市。
世界經濟論壇（WEF）今年將十座工廠列為採用「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的工廠，迅犀榜上有名。阿里巴
巴執行長張勇曾在 9 月表示，未來大規模標準生產將轉變為非常具有彈性的小規模生產。
阿里巴巴正積極尋找電商以外的成長來源。阿里巴巴在大陸電商市場的霸主地位正被競爭對手蠶食，例如
拼多多以更便宜的價格吸引買家。阿里巴巴今年來股價大漲 30%，但京東與拼多多的股價漲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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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巨頭看淡伺服器 疫情紅利還能維持多久？
2020-11-20 22:50 經濟日報 記者 蕭君暉

繪圖晶片龍頭輝達，伺服器晶片龍頭英特爾，以及儲存晶片龍頭三星，不約而同看淡資料中心市場，使得
外界對資料中心的前景不免打了問號？到底資料中心市場是怎麼了呢？
雖然三大領域龍頭都看淡資料中心，卻有程度之分。例如輝達就表示，資料中心業務將小幅下滑，主要是
該公司之前收購的網路晶片公司 Mellanox，其來自一家中國大陸客戶的訂單正在減少，不過，來自雲端
服務業者對繪圖晶片的需求維持強勁。可以看出，輝達的影響是來自大陸單一公司。
英特爾預估，第 4 季以資料中心為主的營收將年減 25%，這是因為來自政府與企業的營收大幅衰退，原
因則為經濟下滑的衝擊。
三星則說，看淡第 4 季來自資料中心的業務，主要是之前資料中心客戶提前拉貨，客戶的庫存升高，導致
第 4 季將整理庫存，使得三星的出貨量減少，價格也跟著下滑。
伺服器可以分為雲端資料中心伺服器，以及傳統的品牌伺服器（例如惠普、戴爾與聯想）兩大部分，受到
歐美封城影響，政府與企業採購的品牌伺服器一是無法安裝，二是因為經濟下滑，減少採購，當然降低來
自政府與企業，採購伺服器的需求，這就衝擊到英特爾。
但是雲端伺服器，受到衝擊較小，主要是因為遠距上班，遠距教學，電子商務與電競的需求，均推升網路
的使用量，使得雲端服務供應商（CSP）的業績蓬勃發展，帶動雲端伺服器業務的成長。
以 CSP 龍頭，亞馬遜來說，第 3 季營業利益 62 億美元，但旗下的 AWS 貢獻高達 35.35 億美元，即亞馬
遜超過一半的獲利是來自 AWS，在疫情之下，大批人湧入亞馬遜購物，反而推升其雲端業務的快速增
長。
對雲端伺服器主力供應商廣達與緯穎來說，緯穎在第 3 季也受到 CSP 主力客戶之一，調整庫存導致業績
小幅受到影響，但

第 4 季客戶拉貨恢復正常，營收將再度挑戰新高。不過好消息是，廣達與緯穎均認

為，雲端伺服器供不應求，客戶一直催貨說不夠，即使短期遇到逆風，2021 年展望是持續看好，肯定較
2020 年成長。
趋势、评论
【經濟彭博周報】美國房市熱之後可能掀起法拍潮
2020-11-15 07:30 經濟彭博周報 史崔因，編譯吳國卿

美國房市一片欣欣向榮，這是另一個跡象顯示對富人來說經濟已從新冠疫情衰退完全復甦、而低所得家庭
被拋到後面嗎？答案是：非也，並不是這樣。
這種情況背後的驅力是任何市場背後的慣犯：供給和需求。不過，對低所得家庭來說，嚴重的挑戰確實正
在逼進。市場已預期 2021 年將出現一波喪失抵押品贖回權潮，也就是俗稱的房屋法拍潮。
一連串近日的資料顯示，美國的房市不斷升溫。9 月的成屋銷售增加 9.4%，達到年率 660 萬棟，是
2006 年 5 月以來最高水準。中位數成屋價格比 2019 年 9 月上漲 14.8%。
9 月的新屋（new-homes）銷售比 8 月減少，但比去年同期增加 32.1％。9 月時市場上每 10 棟待售的
房屋中有 7 棟在一個月內就賣出。在 20 個大都會區，包括鳳凰城、西雅圖和聖地牙哥，8 月的房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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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漲幅度超過過去兩年來任何一個月。美國企業研究院（AEI）住宅中心的住宅價格增值指數顯示，9 月
的房價上漲年率為 8.6%，漲幅大於 2019 年 9 月的 5%。
在這種情況下，房市很可能是今年美國經濟中少數幾個對整體經濟成長有正面貢獻的部門之一。
為什麼？這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漲幅主要推手不是瘟疫衰退後的「K 形」（K-shaped）復甦，亦即高所得
家庭的生活出現好轉，而低所得家庭的生活仍然陷於水深火熱。房市表現如此好的主要原因是強勁的房屋
需求，加上有限的供給，而且兩者都有可追溯到疫情剛開始時的根源。
先看需求面。在發生瘟疫時，房市十分緊俏：2020 年第 1 季有 1.1%的屋主自用房屋空出來待售，是 30
年來最低比率。這個數字持續下降，在今年第 3 季來到 0.9%。出租房屋空房率也保持在極低水準。
偏低的抵押貸款利率刺激需求增加。房市對利率相當敏感，在瘟疫之初已經很低的抵押貸款成本如今降至
最低谷，原因是聯準會採取降低利率和收購資產的措施。截至 8 月 22 日，30 年期抵押貸款固定利率平均
為 2.8%，遠低於去年同期的 3.75%。15 年期抵押貸款固定利率從 5 月初以來一直維持在 2.75%的低
檔。
瘟疫很可能影響了需求出現的時間，新屋開工（housing starts）率和新屋及成屋銷售在春季和夏季都低
於年初時，使秋季市場因為被壓抑的（pent-up）需求而短暫提振。
還有來自其他原因的需求。realtor.com 的調查發現，有 41%接受調查者因為疫情而想比原來的計畫提早
購買房屋；只有 15%接受調查者說準備延後購屋。35 歲以下居住在都市地區的潛在買主很可能加快購屋
的計畫，這意味房屋需求受益於人們希望有更大的居住空間以因應瘟疫的情況。
供給又如何？全國住宅營建協會（NAHB）的房市指數追蹤新屋銷售的市況，它在 10 月達到歷史最高
點，顯示營建商對市場景氣呈現奇怪的強烈信心。在 9 月，簽發的新屋營建許可以 13 年來最快的速度增
加。新屋開工率（housing starts）在 9 月達到年率 140 萬棟，比 2019 年 9 月增加 11%。此外，房市
受瘟疫影響比其他部門小，因為營建屬戶外活動，降低勞工感染病毒的風險。
儘管信心強勁和營建增加，可得的新屋供給卻顯著減少。美國人口普查局計算市場的房屋對售出房屋的比
率，以呈現在沒有新屋興建的情況下，目前可供出售的庫存以目前銷售速度可持續多久。在 9 月，可供銷
售月數為 3.6 個月，高於 8 月時的 3.4 個月，但遠低於 2 月時的 5.5 個月。這個供給的指標是 2004 年 3
月以來最低水準。AEI 房市中心的估算是，9 月的房屋庫存只有略超過兩個月。
因此，在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揚的背後，是供給和需求呈現不平衡的情況。
儘管如此，「K 形」復甦在部分這類模式中確實扮演一個角色。疲弱的勞動市場通常對房宅部門是利空，
但就業減少集中在比較不可能買房子的低薪資勞工。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 4.8%，遠低於整體失業率為
7.9%。
可能到來的一波法拍潮將打擊低所得屋主。截至 8 月，聯邦住宅局擔保的獨棟房屋抵押貸款有 800 萬
戶，其中有 10%拖欠還款（delinquent）超過三個月。
根據聯邦住宅局，86%的拖欠還款原因是屬於「國家緊急狀態」類別，其中包括疫情。這些拖欠還款明顯
地集中在與低信用評分有關的貸款。
在此同時，聯邦住宅局報告法拍件數已幾近停頓。8 月開始法拍的件數為 352 件，相較於 2 月的 10,43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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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還款件數這麼多、但法拍件數如此少有一個重要的解釋，就是 3 月通過的經濟復甦法律「救濟和經濟
安全法案」（Cares Act）。該法案包括寬限還債的條款，容許有政府擔保的抵押貸款人如果遭遇與新冠
病毒疫情有關的財務困境，可以延緩（或減少）還款最長達 12 個月。當這些寬限還債在 2021 年到期
（expire）時，預料一波法拍潮將接踵而至。
另外，據路透訪問房地產分析師的調查結果顯示，美國房價將繼續強勢上漲至明年甚至更久，增速超越通
膨和整體經濟，使得房屋市場成為黯淡經濟中的一個亮點。這與美國房市逾 10 年前曾是全球金融危機震
央的情況截然不同，預計它將繼續為飽受疫情打擊的經濟帶來助力。
路透調查顯示，受到低利率提振，加上大致未受到疫情裁員影響的部分勞動力浮現強勁的積壓需求，未來
兩年美國房價料將持續增長。
零工经济是一个更大问题的症状
更新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 11:57 英国《金融时报》 萨拉•奥康纳

马塞尔•霍金斯(Marcell Hawkins)与祖父母同住，有一天接到了刚刚摔倒的祖母打来的电话。他马上放下
为快递公司 DoorDash 做零工的工作，赶去帮助她。
他在对零工工人进行的一系列采访视频中表示：“如果我做的是一份不同的工作，那么我很可能因为在工
作中掏出手机而陷入麻烦，被书面警告或者被解雇。”
这些采访视频由零工企业制作，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这是它们为化解其商业模式面临的生存威胁而在加
州展开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它们是在为自己服务。但它们揭示了一个在有关工作未来的辩论中经常被忽
视的真相。
加州前一阵子举行的全民公投触及了这个问题的核心，这个问题自零工企业诞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它们。
优步(Uber)开创并推广了一种组建员工团队的新方式：司机们可以随时登入登出，但他们是在不被任何人
“雇佣”的情况下，受到算法的严格管理和调配。这意味着没有最低工资，没有病假工资等员工保护，也
没有应付给该州的雇佣税。
加州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很可能迫使零工企业将此类工人视为雇员，并承担由此而来的所有成本。因此该
行业花费 2 亿美元说服选民支持一项能使其免受此规则约束的投票议案（它们的反对者花费约 2000 万美
元）。
作为替代，这些企业会为零工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比如保证工资至少达到加州最低时薪的 120%，
尽管这并不包括司机在两次载客之间的等待时间。根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数据，这将使优
步的成本增加 1%，而将零工工人重新划分为雇员将使成本增加 5%。
零工经济的下一步是什么？如果你只听一些批评人士的意见，你可能会纳闷为什么竟然有人选择这种工作
方式。但使用这些 app 的人并不是傻瓜。零工经济给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例如，霍金斯选择做零工，是
因为他需要能够在工作时不受约束地接电话，并且能够消失一个小时处理家事。
经济学家们早就知道，这种工作灵活性是健康和福利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然而，这种灵活性在高收入职
业中比在低收入职业中更为普遍。从仓库到呼叫中心的许多工作，对员工都有严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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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工企业制作的另一段视频中，司机本尼(Bennie)解释道：“我和我的妻子，我们雇不起保姆，我们就
是雇不起。所以她在家的时候，我就可以出门工作了；但如果她被叫去上班，而且是在她应该待命的时
段，我就必须立刻回家照顾孩子。”
他需要能够随时放下工作，而无需承担任何后果（除了失去收入），以此弥补妻子缺乏灵活性且不可预测
的工作。根据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调查，10%至 20%的美国人工作时间不规律，需要随时等候召唤。
这并不是在支持零工企业的说法，即加州的方案是其他司法管辖区应该采取的“第三条道路”。零工企业
没有理由不能在为员工提供适当就业保护的同时保持灵活性。
接受这条“第三条道路”将使这样一种观念合法化：为了获得一些灵活性，蓝领工人必须牺牲自己的权
利。而在白领世界里，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工作的灵活性往往与薪水和保障共存。
涵盖 35 个国家 4.4 万名工人的“欧洲工作条件调查”(European Working Conditions Survey)显示，欧
盟三分之二的员工表示“在工作时间抽出一两个小时处理个人或家庭事务……相当容易”或“非常容
易”；但对于 46%的工厂和机器操作员，以及 43%的服务和销售人员来说，这“相当困难”或“非常困
难”。
反对零工经济的工会和其他活动人士正计划游说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政府，要求其完善对
“独立承包商”的联邦分类，以明确零工工人应被视为雇员。这将是一个好的举措。但“传统”劳动力市
场缺乏安全性和灵活性的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
如果拜登想要帮助被他称为“美国脊梁”的低收入工人，他应该记住，零工经济不是他们的糟糕待遇的根
源，而是这种待遇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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