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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

彭博周三援引直接了解谈判情况的官员报导称，中国对达成一项有限的贸易协议仍持开放态度，尽
管美国最近将一些中国科技企业列入黑名单。

•

泰晤士报周三报导指出，欧盟准备就英国退欧协议作出一项“重大让步”，愿意提供北爱尔兰议会一
项机制，可在数年之后退出新的“边境保障(backstop)”安排。

•

欧洲央行(ECB)副总裁德金多斯在周三刊出的专访中表示，欧洲央行可以进一步降息，但货币政策
的副作用开始变得更加明显。

•

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近日发表报告，分析香港当前的资本外流情况，并指本地的不确定性开
始影响资产价格，惟仍未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外流。

•

三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称，沙特阿拉伯央行正在检查当地银行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的曝险。
国营的沙特阿美即将首次公开发行(IPO)，可能有许多沙特投资人寻求贷款以买进其股票。

•

厄瓜多尔能源部周二表示，该国国营石油公司 Petroamazonas 估计，由于反紧缩抗议活动使油田
遭遇“不安全状况”，其原油产量可能损失约 16.5 万桶/日，或相当于三分之一产量。

•

一项路透/益普索(Ipsos)调查显示，多数美国民主党人希望弹劾总统特朗普，即便这意味着会削弱
该党在 2020 年大选中重掌白宫的机率。

•

高盛周二表示将重新审视该行对旷视科技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参与。此前，美国政府以人权理由
将这家中国人工智能(AI)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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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宏观经济
盟友面对一个不再可靠的美国
更新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 02:53 英国《金融时报》 社评

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刚刚诞生时，它与外国打交道只是为了生存。美国的开国领袖们当初怎么也不会想到，
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朝一日将超越这种基本的迫切需求，成为一股塑造全球的力量。如果他们预见到了这样
的未来——美国军队驻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他们或许会设计一个在外交事务方面没那么大自由裁量
权的总统职位。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目前拥有这种巨大自由裁量权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曾寻求外国力量的帮
助，以对付他在国内的对手。最初只与乌克兰相关的一起事件，如今已扩大至牵涉中国。7 月的“电话门”
如今牵出了持续更长时间的一系列互动。谈到民 主党人对总统发起弹劾调查，鲍勃•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说：“他们正在透过钥匙孔往里面看……看到的是一幅全景图。”当年正是伍德沃德的报道
导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下台。
此事涉及的法律和道德原则已经够严重了。较少讨论的是地缘政治影响。这一丑闻很可能让美国在世界舞
台上的形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靠不住。如果美国被看到向一个深陷危机的国家施压，要求其提供黑材料，
否则将扣留援助，此举向其他盟友发出的信号将是可怕的。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会暗示，指望美国的国
家需要自担风险。而且这一主张将让人很难反驳。
美国人的可靠性近年来已经受到质疑。特朗普对北约(Nato)的蔑视以及退出各种条约，已经造成了这一局
面。但这种单边主义在前几届美国政府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目前的争议在严重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
这意味着，在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中，真的是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谈判的——而且是按照华盛顿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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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弹劾并罢免现在的总统也不一定能解决这一问题。没有哪个盟国能确信，未来的美国领导人不会以类
似的方式行事。如果事情发生过一次，那么认为同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是完全合理的，这意味着做出替代
安排完全合理。这将导致西方联盟的瓦解。在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等同起来的程度上，特朗普可能是独
一无二的。但任何谨慎的外国领导人都无法做这样一厢情愿的假定。关键是，疑窦已经产生。
如果美国政府的其他成员不认可目前引发争议的这种行为，或许会让他们安心。相反，美国副总统迈克•
彭斯(Mike Pence)和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几乎完全支持。彭斯似乎淡化了他在 2016 年提
出的外国政府不应介入美国政治的观点。与此同时，蓬佩奥为所谓的“一物换一物”(quid pro quo)进行
辩护，称之为例行外交。“如果你能在这件事上提供帮助，我们将帮助你办那件事”，他说，但未说明这
件事和那件事可能代表什么。
注意到这种交易心态不只美国的盟友。美国的对手大国可能也想知道，它们能否通过给予特朗普政治帮助
来收买他。民主党人已经暗示，总统将与中国达成一项手下留情的贸易协议，以换取天知道什么东西。然
而，相互竞争的国家总是会试图相互使坏。盟友指望享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特朗普涉嫌做出的行为严重破
坏了这种信任。
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遭弹劾，以及理查德•尼克松被迫辞职，都
是美国的内部事务。它们始于国内，终于国内。尽管不光彩，但它们没有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根本公信力，
只是让涉事个人信誉扫地。但愿当前丑闻的影响范围能同样得到遏制。
欧盟贸易专员：面对中美，欧盟须更好地维护本土企业
更新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 17:01 英国《金融时报》 吉姆•布伦斯登 ， 萨姆•弗莱明 ， 艾伦•贝蒂 布鲁塞尔报道

欧盟(EU)贸易专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om)表示，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和秉持贸易保
护主义的美国，欧盟必须采取更多行动维护本土企业。她警告称，欧盟需要“认真思考”如何设定其外交
和安全目标。
马尔姆斯特伦表示，担任欧盟贸易专员的这 5 年时间让她明白，欧盟仍不具备成为一方强大的全球力量的
条件，欧盟需要更加强硬，制定更集中的外交政策和更严格的规则，以确保欧洲企业能够与海外的竞争对
手进行公平竞争。
马尔姆斯特伦表示：“尽管欧盟取得了诸多成功，但它并没有真正准备好应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在这
个世界的秩序下，我们要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以及美国，而美国并不是其传统意义上的强大的跨大西洋合
作伙伴。”
她指出，欧盟与北京方面在一项就向欧洲投资开放中国市场的谈判上进展缓慢，这证明欧盟并没有利用其
政治实力来支持其经济目标。
这位即将离任的欧盟贸易专员将自己形容为“一个骄傲的自由主义者”，她的上述言论表明，欧盟的想法
正在发生转变。
将于本月底就任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的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
誓言要把欧盟打造成一个更强大的“地缘政治”参与者，有能力维护其共同利益。她的准备工作包括为欧
盟顶级的竞争专员玛格丽特•维斯特格(Margrethe Vestager)赋予更多权力，以监管美国科技企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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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与冯德莱恩的目标密切一致的政策议程中，马尔姆斯特伦表示，欧盟成员国应放弃其在欧盟外交政
策上的国家否决权。她还支持一些计划——即如果欧盟企业在欧盟以外地区没有得到类似的机会，就要加
大外国企业在欧盟参与公共部门合同竞争的难度。
她还敦促欧盟广泛使用一项新的制度以审查外资收购——她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各国政府对中国收购欧洲
有前途的科技公司感到担忧。
但上述言论也反映出欧盟面临的挑战之大。在欧盟，各国政府经常难以在对抗外国势力方面保持一致的立
场。
“在如何界定欧盟与中国关系的问题上，欧盟内部存在着分歧。”她表示，“一些国家态度较软，一些态
度较强硬，一些则非常依赖（中国）。”
马尔姆斯特伦的任期还有几周就要结束了，在其任期内，欧盟贸易政策经历了一些最大的危机和成功——
欧盟代表其成员国来执行这些政策。
她表示，负责监管全球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处于一场“危机”之中，这场危机远远超过了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保护主义政策所构成的威胁。“WTO 的危机比特朗普的更严重。”她表示，
“很长时间内都难以做出决策，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一些批评我完全认同。”
比如说，她指出，该机构根深蒂固的一个问题在于，“三分之二的成员国将自己定义为发展中国家，从而
将自己排除在我们其他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之外。”
美联储将重启资产购买计划
更新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 14:44 英国《金融时报》 布伦丹•格里利 华盛顿 ， 科尔比•史密斯 纽约报道

美联储(fed)主席杰伊•鲍威尔(Jay Powell)周二表示，美联储将很快恢复购买国债，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
希望借此防范最近短期借贷市场的混乱局面重演。
鲍威尔在丹佛发表讲话时表示，此举不同于危机时期的量化宽松计划，旨在解决“最近的技术性问题”，
而不是对“货币政策立场”产生重大影响。
他告诉全美商业经济学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们：“我想强调
的是，我们扩大资产负债表的目的是准备金管理，绝不应将之与我们在此次金融危机后实施的大规模资产
购买计划混为一谈。”
最近几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New York Fed)向短期借贷市场投放了数十亿美元，以缓解 9 月出现的压
力，同时通过回购协议将隔夜拆借利率推高至最高 10%。
这些措施让所谓的回购利率回到正常区间（1.8%左右），但策略师表示，在没有更永久性的解决办法的
情况下，这种压力可能会再次出现。
鲍威尔表示：“尽管可能有一系列因素导致了这些事态，但很明显，在银行体系没有足够数量的准备金的
情况下，即便是资金压力的常规上升，也可能导致货币市场利率的大幅波动。”
“这种波动性可能会阻碍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我们正在应对这个问题，”他补充称，“实际上，我和我
的同事们将很快宣布逐步增加准备金供应的种种举措。”
在美联储 9 月会议上，鲍威尔表示，美联储正在考虑恢复资产负债表的“有机”扩张：定期购买资产，以
匹配负债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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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 3 月有关资产负债表正常化的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某个时候，我们将开始增持证券，以
保持适当的准备金水平，”他在丹佛表示，“现在这个时候到了。”
策略师们曾警告称，资产负债表的“有机”扩张所实现的准备金增加速度，可能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并让
融资市场恢复正常功能，他们主张美联储应在未来 6 个月购买 2000 亿美元至逾 3000 亿美元的短期债券。
鲍威尔似乎证实了市场的预期，即美联储将在 10 月会议上降息 25 个基点，以进一步防范围绕“贸易、英
国退欧和其他问题”的不确定性。
他表示：“我们将采取适当措施，支撑持续增长、强劲的就业市场以及通胀回归 2%的对称目标。”
美联储看重的通胀指标目前的读数为 1.8%，在此次经济复苏的大部分时间里，该指标一直达到或低于美
联储的目标值。鲍威尔似乎在利用“对称”一词淡化超出美联储目标值的风险。
NBA“挺港”事件背后：国际公司在华“雷点”难料
WSJ / AMY QIN, JULIE CRESWELL / 2019 年 10 月 9 日

北京——对于想在中国做生意的跨国企业，规则曾经很简单。不要谈论 3T：西藏、台湾和天安门镇压
(Taiwan, Tibet, Tiananmen crackdown)。
现在不是了。由于迅速变化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国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和社交媒体的崛起，跨国公司
在 这 个 共 产 主 义 国 家 开 展 商 务 活 动 变 得 越 来 越 困 难 。 正 如 全 美 篮 球 协 会 （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简称 NBA）通过一条关于香港抗议的推文中所发现的，绊索到处都是。在多个问题中的任
何一个采取了“错误”立场——比如香港、台湾、韩国、日本——你就可能会冒犯一个拥有 14 亿消费者
的国家，从而失去进入一片利润丰厚的市场的机会。
如今，跨国公司越来越纠结于一个问题：如何在一个日益政治化和严厉的中国远离政治。
“你从前知道什么会激怒大家，”咨询公司安可顾问公司(APCO Worldwide)的大中华区董事长麦健陆
(James McGregor)说。“但现在你不知道。你只是一觉醒来，然后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直到最近，让中国愤怒的问题还是相当可以预见的。今年早些时候，德国公司徕卡相机(Leica Camera)一
则带有“坦克人”的宣传片引发了争议。坦克人是 1989 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遭血腥镇压期间，与一支
坦克车队勇敢对抗的一位无名人士。（徕卡表示，这部片子并非它委托制作。）
大约就在徕卡事件前后，眼尖的中国网民开始指责一些公司未在网站、客户调查和产品中明确表明中国宣
称拥有领土主张的西藏及自治岛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盖璞(GAP)、万豪(Marriott)、美国联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等公司被迫做出了内部调整，其中一些公司还为此道歉。
今年夏天，当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开始升温，这种敏感性达到新高。中国的猛烈抨击也更强硬，这部分
是因为它在抵御全球范围内对示威者不断增加的支持。
连日来，NBA 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处于止损状态。周五，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Daryl Morey)在
Twitter 上发布消息称：“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没过多久，莫雷的推文被删，联盟迅速道歉。
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在一则推文中表达了对香港抗议者的支持。
但怒火仍在酝酿。微信和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满是宣布抵制 NBA 的消息，虽然它在中国有巨大的
粉丝基础。周二下午，国家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取消了转播 NBA 季前赛的计划。此前，热门体
育转播商腾讯体育曾宣布，将暂停休斯顿火箭队的比赛直播与资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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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与中国开展交流合作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下一步应该怎么说、怎么做，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
NBA 在美国也因为似乎对中国卑躬屈膝而受到抨击，由此引出周二一份篇幅更长、更为深刻的声明。尽
管 NBA 总裁肖华(Adam Silver)继续表达了联盟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但他也表示无权监管员工的言论。
对企业而言，无论对象如何变化，中国的国民愤怒往往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国家主权。
今年夏天，因生产似乎将香港及其他北京有领土主张的地区列为独立国家的 T 恤，纪梵希(Givenchy)、蔻
驰(Coach)和范思哲(Versace)均向中国道歉。它们都下架了出问题的服装。
在中国的商业版图中小心谨慎地规避引发众怒的可能，如今不仅涉及对产品的管理，也涉及对员工及任何
与公司有关人士的管理。
在香港今年夏天的民主运动势头渐强之际，香港旗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承受了北京的巨大压力，要求其惩
戒同情抗议者的员工。短短几天内，国泰首席执行官被更换，包括一名飞行员在内的数名员工遭到解雇。
香港国泰航空办公楼外的抗议者。该航空公司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巨大压力，后者要求其处罚支持示威的员
工。
周二，美国视频游戏公司暴雪(Blizzard)暂停了一名香港选手的比赛资格，并取消了他的奖金。此前，他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戴上了香港抗议中的标志性物品护目镜和防毒面具，并呼吁解放这座城市。暴雪是动
视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的子公司，动视暴雪的部分股权由中国公司腾讯持有。
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暴雪称这名玩家违反了一项竞争规则，即禁止任何“破坏自己的声誉、冒犯部分公
众或某些公众群体，或损害暴雪形象”的行为。
该公司表示：“虽然我们支持个人表达个人想法和意见的权利，但选择参加我们的电子竞技比赛的运动员
和其他参与者必须遵守官方比赛规则。”
政治地雷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发现。
周一，高档珠宝商蒂芙尼(Tiffany)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模特用右手遮住眼睛的照片后，发现自己处于
一场社交媒体风暴中心。对许多中国网民来说，这个动作让他们想起了香港抗议活动的另一个象征：一名
女性在示威活动中被警察用豆袋弹射伤眼睛，她的照片后来出现在无数的海报和米姆中。
蒂芙尼上传的这张照片拍摄于 5 月份，当时抗议还没有开始。但对该公司而言，这是一种没有赢家的局面。
该公司此前已警告投资者，在其销售额排名第四的香港市场出现抗议活动之际，旅游业的下滑将对它造成
损害。中国大陆是一个大得多的市场，该公司一直迅速扩大在那里的业务。
蒂芙尼的一名发言人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这张照片“绝不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声明”，此前那条冒犯
性的推文已被删除。“我们很遗憾它可能被认为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已经从我们的数字和社交媒体渠道删
除了这张图片，并将立即停止使用它。”
这种反弹可能是双向的。
为了避免与大陆发生冲突，范斯(Vans)最近从其年度运动鞋设计大赛中删除了几款涉及香港抗议活动的作
品。在那之后，香港的几家街头服饰店将所有范斯产品下架。
“创造力是解决我们社会问题的关键之一，”旺角街头服装店 Second Kill 在 Instagram 发帖宣布决定停
止销售范斯产品时表示。“创造力和公众舆论都无法被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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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比起此前就莫雷推文的道歉，NBA 似乎缓和了语气，似乎是在回应中国和美国的批评。
“对于那些质疑我们动机的人来说，我想说，我们远远不只是为了发展我们的业务，”联盟主席肖华在一
份声明中说。他说，篮球可能是“加深美国和中国关系的重要的人文交流形式”，但他指出，两国有不同
的政治制度。
“不可避免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包括美国和中国人民，就不同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裁决这些分歧不是
NBA 应该扮演的角色，”肖华在声明中说。
“然而，”他补充说，“NBA 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监管者的位置，去管理球员、员工和球队所有者说什
么或不说什么。”
中国经济
经济学，还是市场交易学？
更新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 02:53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韦森 为 FT 中文网撰稿

——评《交易经济学原理》
在《人的行为》导论中，奥地利学派伟大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
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经济学是所有科学当中最年轻的。在过去的 200 多年中，有许多新的学科从古希腊
人所熟悉的学问中成长出来。然而，那不过是些在旧学问体系中已有了地位的部分知识现在成为了独立的
学科而已。……但是，经济学却给人文科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以前所未能进入的，而且也
是人们所从未想到的。从市场现象的相互依赖和因果关系中，发现它们的规律性，这却超出了传统学问体
系的范围”（见 Ludwig Mises, 1949,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
米塞斯对经济学的这个判断，比较精准到位。在人类社会延续发展起来的所有社会学问中，经济学相对来
说确实比较年轻。自有人类文明社会以来，几乎所有社会和国家中都会自发地产生商品交换、劳务和财产
交易，或用今天话语来说，都会出现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也都出现过各种形式的货币。
并且，人类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经济市场化的范围和程度就愈广和愈深。相比漫长的人类诸社会和国家
中市场交易和贸易的发展，系统地解释和研究人类社会中市场交易和贸易的一门学问，经济学作为一门学
科的产生，却是在 18 世纪之后的事情。当然，从经济思想史上来看，早在古希腊的时期，赫西奥德
（Hesiod，约公元前 800）、色诺芬（Xenophon, 约公元前 430～前 355）、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约
公元前 430～前 355）、以及后来的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约公元前 430～前 355），
托马斯•孟（Thomas Mun, 1571～11641）、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大卫•休谟
（David Hume，1711～1776）、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和法国的重农学
派的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等等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中，均有许多关于市场
交易、商业、贸易、货币以及国家和个人如何进行经济活动和管理财富的论述。在古代中国，战国时期的
管仲（公元前 725～前 645）的《管子》、西汉时期的陆贾（公元前 240~前 170）的《新语》、司马迁
的《史记》，以及明代的丘浚（1418~1495 年）的《大学衍义补》等等的著作中也曾有许多关于货币、
市场以及个人如何进行经济活动和乃至皇帝朝廷如何管理国家经济的论述。在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在历史
上许多思想家也有过各种关于市场交易和商品交换的论述。但是，经济学（早期被称为“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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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后来被称作为“economics”）作为一门社会学问，是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 出
版之后才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是人类诸社会现代化后才逐渐形成的一门社会学问。
从世界范围的经济思想史来看，最早是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在公元前 4 世纪首先创造了“economy”和
“economics”这个概念。在古希腊文中，其形式是“οίκουομία”，原意为“家政管理”。色诺芬用这
个词来概括奴隶主对生产经营和财产的管理。他认为，奴隶主的经济任务，就在于管理好自己庄园的财产
并使之不断增加（色诺芬，2009，《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这个词逐渐
演变为对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管理，并逐渐用“political economy”来称谓之。只是到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之后，西方社会才开始了从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economics）概念的过渡，
慢慢形成了 现代社会 的“经济学 ”这个通 用概念。但 是，奥地 利学派的经 济学家米 塞斯和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却认为，西方语言中的“economy”（在中文中被对译
为“经济”）这个词，本身就词义含混不清。哈耶克发现，人们通常所使用的“economy”，实际上是
指“市场秩序”。他说：“economy 这个术语的含义一直含混不清，而且还导致了人们在理解方面的严
重混淆。因此，为了使我们的讨论得以顺利展开，我们似乎有必要采取下述两项策略：第一，我们将严格
按照该术语的原初意义使用该术语；这就是说，economy，在其原初意义上讲，意指的是一系列为某个
单一目的序列服务的受着刻意协调的行动。第二，我们必须采取另一个术语来指称那个由无数交织在一起
的 economies 而形成的体系，因为正是这些交织在一起的 economies 构成了市场秩序”（哈耶克 1976，
《法、立法与自由》，第 2 卷，英文第 108 页）。哈耶克还接着指出：“由于很久以前就有论者建议使用
‘catallactics’这一术语来指称那种论述市场秩序的学问，又由于这个术语在晚近得到了一些论者的重新
采用，所以，采用一个与之相应的术语来指称市场秩序本身，可以说是相当适宜的”。哈耶克还具体解释
道，catallactics 这个术语是从希腊语 katallattein（或 katallassein）衍生而来的，而 katallattein 这个
希腊词不仅意味着“交换”（to exchange），而且还意指“被社会和共同体所接纳”（to admit into
the community）和“化敌为友”（to change from enemy into friend）。接着，哈耶克又指出：“实
际上，人们从这个动词中所衍生出来的形容词 catallactic 的目的就是要取代 economic 这个术语，以指
catallactics 这种知识所要论述的那种现象。”最后，哈耶克还认为，“据此，我们可以构造出一个英文
词‘catallaxy’，用它来指称那种在一个市场中由无数单个经济间的彼此调试所促成的秩序。因此，一种
catallaxy，便是一种类型的自发秩序，它是市场通过人们在财产法、侵权法和合同的规则范围内行事而形
成的那种自发秩序”（参 Hayek, 1976,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2, pp.108-109）。
对于 Richard Whately、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创造并使用的“catallactics”和“catallaxy”这些概念，大部
分经济学、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今天可能都感觉比较生疏。甚至直到今天这，两个词在中文中还没
有确定和确当的译法——如“catallactics”到底应该翻译为“交易学”还是“交换学”？还是其他？
catallaxy 到底被翻译为什么？是应该像邓正来那样将它翻译为“偶合秩序”，还是把它翻译成“市场交
易的扩展秩序”？这些到目前都确无定论。然而，至少从米塞斯和哈耶克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经济学，
即米塞斯所理解的狭义的 catallactics，应该是研究人们市场交易、市场商品和劳务价格如何决定的一门
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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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澜壮阔的 20 世纪中著述了数十年并对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巨大和深远影响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所
提出的这些观点和创造的这些新词，基本上在世界范围内被人们所忽视乃至遗忘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在
人类所有社会中，一种语言一旦演化生成，乃至语言中的概念和一个术语一旦被创生和使用，都是一个惰
性很大且有着很强“路径依赖”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因为，尽管 Richard Whately、米塞斯和哈耶克均认
为“catallactics”和“catallaxy”是比西方语言中的“economics”和“economy”更合宜指称人类社
会的“市场秩序”现象及其研究，但他们俩实际上都没有真正展开论述“catallactics”和“catallaxy”。
但这里至少有一点我们今天可以确知，人们今天所说的“economy”和现代中文中的“经济”，本质上
是指由通过市场交易和贸易所形成的一个体系。因而经济学实际上是研究人类社会通过市场交易和贸易而
进行生活、生存和资源配置的一门学问。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上述观点和认识，20 多年后为在一个中国央行工作数十年的专家和理论研究者所重新
提出来。并且，竟然在作者王振营并没有了解 Richard Whately、米塞斯和哈耶克所提出和倡导的
catallactics 概念和主张的情况下，经过十七八年自己的艰苦思考和深入研究，他得出了与这些世界上的
大思想家差不多同样的认识，即经济学实际上是研究人类社会市场交易的一门学问。故在 2016 年，当时
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任调查统计研究部主任王振营研究员带着他的洋洋近 800 页、上百万字的《交易
经济学原理》来我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办公室“求教”时，我非常吃惊：一个在央行工作多年的金融业界
人士，竟然能在十几年中坐得下冷板凳和沉下心来写出这上百万字的交易经济学原理，且达致几乎与米塞
斯和哈耶克几乎同样的认识！这是怎么做到的？
在这本学术专著中，王振营研究员并不是在那里十几年闭门造车，而是大量阅读了经济学中各门各派乃至
其他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文献后，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包括数理模型建构）而进行整体的理论创新。
虽然之前作者并没有读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奇巧的是，他在这部著作中也是从市场交易的主体即家
庭和企业来展开其逻辑分析的。
在上卷中，王振营研究员从分析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开始了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建构，先从分析家庭和企
业的作为交易主体开始，接着从现实的会计报表思路来描述交易主体的决策，并进一步分析了市场的交易
过程和交易环境，还把新制度经济的交易成本理论融入了他的交易分析。市场的交易主体的决策、定价和
交易成本的计算，离不开市场信息的运用。接着，这本专著分析了交易主体的信息的运用，交易决策的选
择和市场定价，并最后用交易的随机方程分析了市场主题的交易过程，从而完成了其理论分析的“微观分
析”部分。
这部著作的中卷从技术层面分析了市场交易的网络，包括网络紧致性（各经济体内部和相互间的关联性）、
交易环、交易势（“交易主体行为的趋同效应的表现”），并运用一些工程技术和数理分析如交易网络方
程、系统方程来分析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从而过渡到相当于现代经济学中的“宏观”或言“总量”分析。
最后，这本原理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即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和滞涨）的理
论解释。
这部专著的下卷则讨论了市场交易的演化，其中从交易演化的度量、技术的演化、知识的演化、制度的演
化、相位的演化（产业升级），以及网络的演化来分析了经济交易演化的总体过程并得出了作者所认为的
演化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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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王振营研究员以市场交易为主线，以分析和描述交易主体的行为过程和结果为基本理论内容，
以运用现代工程技术和数理分析方法为辅助，建立起了他自己的“交易经济学原理”的分析框架，并尝试
把现代经济中的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乃至对经济增长的机制的分析均融合在他的交易经济学理论框架之中。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作者不但以分析（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为逻辑起点，以分析交易过程为主脉，构建
了他的非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交易经济学分析框架，而且在理论解释中也提出了许
多新的观点和理论洞见。譬如，在上卷中，作者就指出：“一部人类经济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交易的历
史。交易是经济的内涵，经济是交易的总汇”。“交易是经济行为的最原始形态，也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归
宿。一切复杂的经济现象，都是由简单的交易构筑的”（上卷，第 118 页）。在上卷第 7 章，作者也指
出：“价格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是反映交易的网络关系。每个价格形成都必须放置在交易网络的环境中，
每个价格都不是孤立现象，不存在由绝对价值所决定的价格。通过大量交易在交易网络上形成一个相互参
照、相互制约的体系，这便是支撑经济体运行的价格体系”（同上，第 278 页）。在中卷第八章，作者则
提出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实质上也是市场交易量增加的理论洞见。作者指出：“在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过
程中会出现多次加速增长时期。任何导致交易网络受激，能够引起两个或多个交易网络变量相互激发的正
反馈条件，便可以成为引发经济加速增长。一般来说，经济加速增长通常会出现在重大的制度变革和重大
的技术创新之后。……制度变革最直接的影响是交易环境的改善，交易开始活跃起来，交易网络的循环状
态得到改善；激励机制变得更加合理，在众多力量的推动下交易网络产生持续的扩张动力”（见中卷，第
200 页）。实际上在这部皇皇巨著的上中下三卷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洞见。因此，我相
信，这本书的再版，以及这部著作将来英文版的翻译出版，都将会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作者自己的贡
献。
自 1978 年以来，随着中国高考的恢复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现代经济学逐渐被引入到了中国的高等教
育之中。中国的经济学人也在世界范围迅速成长起来，并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和华人经济学家在学习、
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创新。这其中包括张五常教授经过
几十年的研究，写出的皇皇五巨卷、百余万字的《经济解释》（增订本，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年出
版）；杨小凯教授在 2005 年前提出的独特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原理框架（见 Xiaokai Yang,
2001, Economics : 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 Oxford : Blackwell）；林毅夫教
授在近几年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沈华嵩研究
员 2018 年出版的《经济学分析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出版），等等。近些年来，笔者在
复旦也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华人——的诸多经济学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寄来的经济学
原理之类的出版物，或直接传来的电子文本形式的经济学原理的书稿。这些华人经济学理论的探索，无疑
都会在各方面尝试增加人们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解。然而，在 20 世纪，理论经济学在世界范围经过
积累性发展而经形成了现在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为主脉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和体系后，任
何想挑战和取代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可能暂都不会被世界各国经济学界和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机构所普遍
接受。并且，现在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国通行的以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为基本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经济学
的理论创新，如博弈论经济学的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和社会成本理论，均会被主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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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吸收和包容进去。到目前为止，可能没有经济学家能够提出一套全新的经济学理论，来完全替代和取代
现有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了。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世界各国的尤其是一些中国和华人经济学人
的理论贡献和理论创新，其中包括王振营研究员的这部三卷集《交易经济学原理》。
金融市场
中国上市公司数量超过美国
更新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 02:53 英国《金融时报》 罗宾•威格尔斯沃思 报道

北京在与华盛顿的长期争斗中得了一分：现在美国拥有的上市公司数量少于中国。
一系列被搁置和流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最近给美国股市蒙上了阴影。在投资者对 WeWork 的估值和公
司治理结构产生疑虑之后，该公司取消了售股计划。
不过，美国上市公司数量减少已经持续 20 多年了，这是由于私人股本公司和喜欢收购的公司将许多上市
公司收入囊中。同时，充足的风险投资资本和活跃的债券市场使得其他快速发展的公司能够在比过去更长
的时间内保持非上市状态。
摩根资产管理公司(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收集的数据显示，这使得美国上市公司的数量从
1996 年逾 8000 家的峰值降至目前的约 4400 家。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在培育自己的资本市场，让许多国有企业上市，并鼓励本国更多的非上市公司上市，
无论是在境内，还是赴香港、甚至美国和欧洲上市。
摩根资产管理公司的数据显示，结果是，目前中国有逾 4800 家上市公司，是 10 年前的两倍，是 20 年前
的 10 倍以上。
最初，中国公司大多在香港上市，而在内地上市的主要是国有企业。但如今在中国境内上市的本土私营公
司占到中国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以上，这说明了即使在美国为上市公司的前途痛苦辩论之际，中国的市场
近年来是如何蓬勃发展的。
中国及蓝筹企业带动全球发债热潮
WSJ / Matt Wirz 2019 年 10 月 9 日 19:04 CST

全球各国及企业加大了新债发行力度，尽管最近几个月美国、中国及欧洲的政治动荡加剧对股市和债市都
造成冲击。
根据标普全球评级(S&P Global Ratings)的数据，今年 1-8 月全球新债发行总额达到 4.6 万亿美元，较
2018 年同期增长 12%。1-8 月美国以外的公共部门融资 5,950 亿美元，超过上年同期的 3,410 亿美元，
带动了整体发债增长。同期亚洲地区新债发行额同比几乎增加一倍。
推动这波举债热潮的可能是美中贸易冲突结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中国借款人增加新债发行以帮
助应对出口放缓的影响，全球其他地方企业增加发债则是为了利用各国央行为提振经济活动而降息的机会。
标普在周一公布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的发债规模在亚洲领先，地方政府响应北京方面的号召，增加基础
设施支出来应对美中贸易战影响。
标普的数据显示，中资银行也加大了债券发行力度，截至 8 月底，中国金融业的发债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
57%，达到 3,80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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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的研究，在美国，投资级信用评级企业也加速债券发行，9 月发债规
模达到 1,665 亿美元，创下月度发债纪录的第三高。对额外供应的需求正在不断上升，美国银行的数据显
示，在截至 10 月 2 日的三周中，投资者共计向购买投资级债券的共同基金投入资金约 110 亿美元。
这一波发债潮明显绕过了一块市场：信用风险最高的企业。标普的数据显示，截至 8 月底，今年以来美国
和欧洲信用评级低于投资级的新发行债券和投放贷款规模下降了 19%，至 5,880 亿美元。这一转变反映
出，投资者越来越担心负债累累的企业能否经受住全球增长放缓的冲击。
美国国国债价格周二上涨，此前有迹象显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加剧。基准的 10 年期美国国债收
益率从周一的 1.553%降至周二的 1.532%。债券价格上涨时，收益率下降。
《华尔街日报》美元指数从周一的 91.78 上涨 0.11%，至 91.88。
金价近期的回落或许提供了买入契机
WSJ / Amrith Ramkumar 2019 年 10 月 9 日 12:10 CST

在美中贸易谈判即将重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9 月政策会议纪要即将出炉之际，一些
分析师正把金价近期的回落视为一个买进机会，这种动向可能是金价今年具有韧性的最新例证。
周二，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合约（交投最活跃的合约类型）价格小幅下跌不到 0.1%，
收于每盎司 1,503.90 美元，在美元走强之际回吐早前的涨幅。美元走强使得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对海
外买家来说变得更昂贵。
连续第三日下跌之后，金价较上月创下的六年高点低了 3.6%。
由于围绕即将重启的美中贸易谈判的乐观情绪升温，加之一些经济数据好于预期，黄金以及其他在市场变
得动荡之时受青睐的资产的价格出现回落。这两种态势还推高了股市；一些分析师预计关税战将停火，从
而可能会缓解世界经济面临的压力并提振企业利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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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分析师仍对身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的美中两国能否达成协议持怀疑态度。在美国把更多中国公司加
入黑名单后，股市周二走低。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定于本周晚些时候在华盛顿举行。
另一个可能将金价推回今年高点的因素是对降息的押注。美联储已暗示，如果经济数据进一步恶化，其或
将继续降息，因此一些分析师预计，金价将受美联储和世界各地其他央行的进一步降息举措提振。

投资者也在期待定于周三公布的上一次美联储政策会议的纪要。
当利率下降时，黄金对追逐收益的投资者会变得更有吸引力，因为他们错失通过持有债券而非黄金所能获
得的更多回报的可能性会降低。不同于债券等资产，仅仅持有黄金并不会带来收益。
瑞银(UBS)策略师 Joni Teves 最近在一份给客户的报告中表示：“鉴于数据可能进一步恶化，美联储可能
放松货币政策，加之贸易相关不确定性或将继续存在，我们仍认为价格会从当前水平上行。”
近几周，对冲基金和其他投机投资者押注金价上涨的净头寸已下降，这或许给投资者提供了机会：如果美
中贸易谈判进展不顺，他们可以重新进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简称 CFTC)的数据显示，在截至 10 月 1 日的一周里，押注金价上涨的净头寸降至 7 月底以
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周二的一周数据将于周五公布。
美联储会议纪要还可能影响美元的强势；美元走强在最近几周拖累了金价。周二，衡量美元兑一篮子其他
16 种货币汇率的华尔街日报美元指数上涨 0.1%。该指数最近创下 2017 年 3 月以来的高点。
至于周二其他大宗商品的情况，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小幅下跌 0.2%，至每桶 52.63 美元，延续近期跌势；
分析师预计全球需求的摇摇欲坠和产量的稳定将导致供过于求。价格接近两个月低点。作为全球基准的布
伦特原油期货合约价格下跌 0.2%，至每桶 58.24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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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板块
紫金矿业增持加拿大同行股份
更新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 05:58 英国《金融时报》 孙德生 伦敦报道

中国的紫金矿业(Zijin Mining)表示，将斥资 1.94 亿加元（合 1.46 亿美元）增持艾芬豪矿业(Ivanhoe
Mining)的股份，成为这家在刚果开发大型铜矿的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其创始人、亿万富翁
罗伯特•弗里德兰(Robert Friedland)。
紫金矿业表示，其将向弗里德兰和中国的中信金属(CITIC Metal)总计收购 4900 万股艾芬豪股票，使其持
股比例达到 14%。
此次收购将使弗里德兰在艾芬豪的持股比例降至 13.2%，并使两家大型中国企业成为艾芬豪的前两大股东。
艾芬豪正在开发刚果卡莫阿-卡库拉(Kamoa-Kakula)铜矿，该矿是该公司 2009 年发现的。弗里德兰曾表
示，这座计划于 2021 年投产的铜矿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大铜矿。
中国国企中信集团(Citic Group)旗下的中信金属目前持有艾芬豪 29%股份。在此次交易完成后，中信金属
的持股比例将降至 26.4%。
紫金矿业还直接持有卡莫阿(Kamoa)项目公司 36.9%的股份。
艾芬豪还在开发刚果历史悠久的基普什(Kipushi)锌矿、以及南非 Platreef 铂-钯矿。
文化冲突危及特斯拉与松下的合作关系
WSJ / Tim Higgins / Takashi Mochizuki 2019 年 10 月 9 日 14:00 CST

去年，马斯克(Elon Musk)在加州接受视频直播采访时抽大麻。在地球的另一端，日本松下电器产业公司
(Panasonic Co. ,6752.TO)的高管们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一切；该公司是特斯拉(Tesla Inc. ,TSLA)汽车的
电池供应商。
一位松下高管记得当时的疑虑：“我们的投资者会怎么想？”
五年前，松下承诺投资数十亿美元，在内华达州沙漠建造一个与特斯拉合作的电池工厂。如今，松下与特
斯拉的关系变得紧张。这个超级电池工厂本该提振利润，巩固松下在汽车电子设备领域的未来，并让特斯
拉轻松获得最重要、也是最昂贵的部件。
然而，这一合作关系暴露了松下与特斯拉之间的文化冲突。前者是一家保守的、有百年历史的日本企业集
团，习惯于达成共识；后者是一家成立仅 16 年、围绕马斯克颠覆百年汽车传统的愿景而打造的硅谷新贵。
双方合作的业务正在带来麻烦。两家公司的老板在电池生产方面相互指责。而且马斯克的行为惹恼了松下
的高层，以至于一些人仍然对于试图把公司命运与马斯克及特斯拉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感到担忧。
随着特斯拉在中国建设一家投入巨大的工厂，马斯克施压松下下调电池组价格。松下社长津贺一宏
(Kazuhiro Tsuga)已经拒绝了调价的要求，称他对于跟随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有些犹豫。生产已经落后于
进度，而追赶进度的努力已经让松下电池部门陷入更深的亏损。
在 6 月份举行的本年度股东大会上，股东们指责松下陷入无法脱身的麻烦。受特斯拉问题的拖累，松下股
价自去年年初累计下跌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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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特斯拉需要这个超大型工厂来持续改善效率并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令调降汽车售价成为可能，公司认为
这一点对于成功拿下主流大众市场至关重要。
现年 62 岁的津贺一宏是一位传统的保守型日本管理者，目前他对与特斯拉合作关系的表态已经不像之前
那样乐观了。在 9 月份，当被问到他是否后悔投资这个超大型工厂时，他对记者表示：“是的，当然了。”
但当初他做出合作决定时候的说法是：“这是个向特斯拉供应电池的唯一合理选项。”
与特斯拉的紧张关系让松下的这位首席执行长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一方面他努力让松下与特斯拉的巨额
投资收获成效，另一方面对这家超级电池工厂感到不满的高管越来越多。其他松下高管表示，他们与特斯
拉一起是没有未来的。
马斯克在一封邮件中表示，双方的合作关系没有破裂。他分享了一条津贺一宏最近发给他的消息，这则消
息表示“对我们双方来说这都不是一个轻松的商务环境，但我坚信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我们的合作伙伴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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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两家公司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大力宣传双方长期以来的合作关系，并承诺“就我们对更可持续的
未来的共同愿景”开展合作。
双方的关系始于特斯拉的早期岁月。2008 年，特斯拉开始交付第一辆电动汽车，这是一辆 10 多万美元的
两座敞篷跑车。48 岁的马斯克将他的大部分资金投入了这家公司，接任首席执行长并设定了他的下一个
宏伟目标：一款与宝马(BMW)和奔驰(Mercedes-Benz)竞争的豪华电动汽车。
马斯克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大规模生产锂离子电池的合作伙伴。每辆 Model S 汽车都需要将数千个手指大
小的蓄电池单元串在一起，这种电池通常用于笔记本电脑和其它消费电子产品中。
这对松下来说是个好时机。该公司此前已持有特斯拉电池供应商三洋(Sanyo)的控股权。松下当时在美国
已不再是标志性的消费电子品牌，在截至 2009 年 3 月的一年中亏损 40 亿美元，为六年中的首次亏损，
原因是该公司在手机和等离子平板电视上的押注失败。松下当时迫切需要一项大获成功的业务。
2010 年，松下同意为 Model S 生产电池。这款车之后获得热烈好评，松下也为跻身电动汽车开发的前沿
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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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就在 Model S 下线之际，津贺一宏成为松下 CEO。他加入了马斯克对下一款电动车 Model 3
的押注。这是特斯拉首款面向大众市场的电动车。
马斯克当时希望建设一家无与伦比的电池工厂，为特斯拉计划生产的成千上万辆汽车供应电池。2014 年，
特斯拉宣布将与供应商一起投资至多 50 亿美元建造这家超级电池工厂，并说服松下加入该厂的投资。该
工厂将由特斯拉所有和管理。松下当时表示，该公司分批投资，累计最高投资额将达 16 亿美元。
马斯克称，该工厂最终将成为全球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群，相当于 100 多个足球场，尽管它目前还没有那
么大。
上述超级电池工厂在松下内部引发争议。几十年来，松下一直在向丰田汽车公司(Toyota Motor Co.,
7203.TO, TM)等汽车厂商销售电池，但松下已习惯于在自己的工厂完成订单，由自己的管理人员负责。
如今，松下将不得不在特斯拉控制的一家工厂内生产电池。
据知情人士称，马斯克一直对松下专门为 Model S 供应的电池价格感到不满，并曾制定计划让特斯拉自
行生产电池。不过，在经过数月的努力后，这项成本高昂的计划被放弃了，两家公司密切合作推出了
Model S，并在 2015 年推出了 Model X 运动型多用途车(SUV)。
包括津贺一宏在内的松下高管与特斯拉高管关系紧张的一个早期根源就是错过了最后期限。知情人士说，
松下急于准备好为特斯拉的生产目标供应电池，结果却发现这家汽车厂商落后于计划。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最终，松下时任执行副总裁山田佳彦(Yoshihiko Yamada)要求参观特斯拉的工厂，
以便检查装配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山田佳彦曾帮助在公司内部为这笔交易进行游说。他没有回覆记者的置
评请求。
在特斯拉，这一合作关系一定程度上由美国人凯尔蒂(Kurt Kelty)促成。凯尔蒂在松下（包括在日本）工
作了近 12 年，之后加入早期阶段的特斯拉。
据与凯尔蒂有过共事经历的知情人士称，凯尔蒂流利的日语和在松下的工作经验帮助特斯拉应对了这家供
应商的官僚主义。这些知情人士表示，他在开会时会坐在马斯克和松下高管之间，充当双方的过滤器，在
言辞激烈时缓和气氛。
津贺一宏强调了与这家美国最热门电动汽车初创公司合作的好处，未理会副手们的反对。工程师出身的津
贺一宏 1980 年代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学习计算机科学时
就对高速汽车产生了兴趣。据知情人士表示，他相信特斯拉将为共识驱动的松下文化注入一种创业精神。
津贺一宏在 2016 年初曾对《华尔街日报》称：“如果特斯拉成功，电动汽车成为主流车型，世界将会被
改变，我们将有很多发展机会。”当时该工厂正在建设当中，津贺一宏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马斯克拴在了
一起。
特斯拉 Model 3 发布之后引起轰动，马斯克尝试加速生产计划。在 2016 年庆祝这个超级电池工厂盛大开
幕的一个活动上，马斯克承诺到 2018 年该工厂将能为 50 万辆汽车生产足够的电池，比起初的计划提前
了两年。知情人士称，这意味着该工厂不得不加快推进计划。
该工厂全天候运作，一边是松下员工组装数以百万计、类似超大号 AA 电池的圆柱形电池，然后由自动驾
驶车将电池运送到另一边，在那里特斯拉的工人和机器人将数千块电池装进一个每辆电动汽车都将配备的
特殊电池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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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odel 3 于 2017 年投产的数周前，凯尔蒂离开了特斯拉，当时两家公司正竭力赶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
任务。知情人士透露，这位松下关键盟友的离职以及之后其他数位特斯拉高管的离开，影响了两家公司的
合作关系。
曾经花费数年时间说服松下与特斯拉建立合作关系的山田佳彦因为到了退休年龄而离开公司。他之后加入
了特斯拉，帮助领导这个超级电池工厂项目，并接替了凯尔蒂的指导者角色。而对于松下的津贺一宏来说，
身边从此少了一个最支持松下和特斯拉合作的人。
在松下内部，反对该联盟的声音加大。虽然津贺一宏喜欢马斯克那种设定一个困难目标然后努力实现（至
少在有些时候可以实现目标）的行事方法，但其他松下高管和董事会成员对于马斯克特立独行的古怪行为
很反感。这些行为包括 2018 年 9 月的那起事件，当时马斯克在喜剧演员罗根(Joe Rogan)的视频访谈节
目中似乎抽了大麻。在日本，使用大麻是一种严重罪行，名人吸大麻若被发现，通常要被迫公开道歉。
马斯克的管理风格也令松下感到不安。拥有数十万员工的松下习惯于让下属部门自主解决问题。这些部门
或许行动缓慢，寻求取得日本式的共识，但不必把所有事情都推到大阪的高层。
特斯拉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运营的。马斯克自称是“纳米经理”，似乎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Gigafactory 的员工表示，他们发现，即便是为了提高效率而做出的微小改变，也必须得到特斯拉管理人
员的书面批准，这些管理人员对马斯克心存畏惧。
津贺一宏对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感到失望，他决定有必要亲自解决这些问题，以 CEO 对 CEO 的方式。
今年，他开始每季度去一次美国，在内华达州、旧金山湾区或洛杉矶与马斯克会面。
津贺一宏今年 6 月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如果超级电池工厂项目不成功，我们两家公司都会失败。”
在 5 月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津贺一宏称，超级电池工厂的一条高速生产线仍未满负荷运行。一位熟悉
这些设施的人士表示，津贺一宏提到的这条高速生产线是特斯拉提出的要求，目的是通过将更多生产压缩
入同一个空间来限制成本。松下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想法，尽管该公司之前未曾建造过这样一条生产线。
电池工厂必须控制空气中的水分，以确保电池的安全。知情人士表示，为了查明快速通道生产问题的根源，
松下试图摆弄向工厂供应干燥空气的风管，移动这些风管或调整吹进所谓干燥室的风量和风速。
今年 4 月，马斯克在推文中抨击了松下，称这家日本公司的运营速度限制了 Model 3 的生产。
在 5 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津贺一宏把松下和特斯拉比作一个虽有争吵但能化解分歧的家庭。他说，之所
以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增加产量，是因为这家工厂是由特斯拉管理和运营的，松下在尝试提高效率方面的自
由度有限。但他表示，两家公司关系良好。
津贺一宏 6 月份曾对股东称：“提高盈利能力是第一要务。”
据一位了解情况的松下高管称，马斯克经常要求松下降低其电池价格，他直接给津贺一宏的手机打电话，
或是给他发电邮和短信。
津贺一宏不为所动。据一位知情人士称，津贺一宏最近与马斯克会面时表示，松下希望一旦特斯拉盈利，
能提高电池的价格。
津贺一宏 9 月对记者发表评论时称：“马斯克经常要求降价，我有一次回答他说，我们会考虑从超级电池
工厂完全撤出我们的人手和设施。这就是与特斯拉的谈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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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高管称，津贺一宏声称与特斯拉的关系值得挽救，但他的这个观点越来越无人响应。在调停两家公司
之间的问题方面提供了诸多帮助的山田佳彦已于 7 月离开了特斯拉。
津贺一宏本该在 9 月与马斯克会面。他说，由于特斯拉在最后时刻取消了该计划，他也取消了行程。在近
期给马斯克的电邮中，津贺一宏用乐观的语调收尾，他写道“希望很快见到你。”
趋势、评论
2019 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推動鋰離子電池發展的三位科學家
WSJ / Dominic Chopping / Joanna Sugden / 2019 年 10 月 9 日 19:56 CST 更新

今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授予三位科學家，以表彰他們在鋰離子電池發展方面做出的貢獻。鋰離子電池為包括
手機在內的技術革命創造了機會。
出 生 於 德 國 的 約 翰 · 古 迪 納 夫 （ John B. Goodenough ） 、 英 國 的 史 丹 利 · 惠 廷 厄 姆 （ M. Stanley
Whittingham ） 和 日 本 的 吉 野 彰 （ Akira Yoshino ） 共 同 獲 得 了 瑞 典 皇 家 科 學 院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頒發的諾貝爾化學獎。
去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由三名從事演化研究的科學家分享，他們的研究貢獻帶來了更清潔的燃料和治療自身
免疫性疾病及一些癌症的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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