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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

戴姆勒(Daimler AG, DAI.XE)旗下的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周三表示，将向其位于柏林的生产工
厂投入数千万欧元资金。这家德国高端汽车制造商表示，这项投资将把该工厂改造成一个园区，用于开发、
测试和实施用于其生产网络的软件。戴姆勒表示，随着公司逐步淘汰传统发动机和部件的生产，柏林的工厂
将专注于电动汽车零部件的生产。2019 年 5 月，戴姆勒概述了其 Ambition 2039 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到
2039 年为碳中和乘用车车队的目标做好准备。

•

美联储褐皮书、整体经济形势：对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活动在 1 月至 2 月中期适度地扩张，随着新冠肺炎疫苗
接种范围的扩大，大部分受访企业对未来 6-12 个月的前景感到乐观。虽然供应链紊乱造成挑战，但大部分
地区的制造活动整体上温和上升。 2、就业与薪资：就业人数增加，但增幅缓慢。从行业和技术熟练程度这
两方面看，各行各业的劳动力需求各不相同。几个地区联储称高需求岗位的薪酬适度上升，许多岗位也在吸
引和保留员工方面面临涨薪压力。预计许多地区未来几个月将持续存在薪资上涨现象。 3、物价：非劳动力
输入成本温和上涨，钢铁和软木价格涨幅突出。

•

据悉，嘉能可为其位于阿根廷、玻利维亚、以及秘鲁的锌矿和银矿矿场寻找买家或合作伙伴

•

3 月 3 日，中央结算公司发布的今年 2 月份债券托管量最新数据显示，当月境外机构的人民币债券托管面额
达到 31524.69 亿元，较今年 1 月环比增加 956.94 亿元，实现连续 27 个月增持。整个 2 月，海外资本除了
大幅加仓中国债券 618.29 亿元，还增持各类政策性银行债。

•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
：美国上周 EIA 原油库存激增逾 2100 万桶，创 1982 年以来最大单周增幅。 上周
EIA 汽油库存下降逾 1360 万桶，创 1990 年以来最大单周降幅

•

瑞银：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导地位，可能有助于其成为最有价值的软件公司之一。瑞银对自动驾驶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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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市场的估值超过 1 万亿美元
•

美国 2 月 ADP 就业人数变动 11.7 万人，预期 20 万人，前值 17.4 万人

•

中国最大的集成电路制造商--中芯国际周三称，根据批量采购协议已就购买阿斯麦产品与荷兰阿斯麦集团签
订购买单，总代价约 12 亿美元。中芯国际在香港联交所的公告指，阿斯麦购买单乃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至
2021 年 3 月 2 日之间就阿斯麦集团向该公司供应用于生产晶圆的机器而作出。公告并称，根据阿斯麦购买
单购买的阿斯麦产品定价乃按公平基准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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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宏观经济
美国就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制裁俄罗斯
WSJ / Alex Leary / 2021 年 3 月 3 日 13:52 CST 更新

拜登(Biden)政府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理由是克里姆林宫出于政治目的，试图以投毒的方式暗杀俄罗斯对
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之后又将他逮捕。
周二，美国与欧盟一道制裁与该投毒事件有关的俄罗斯官员和实体，称纳瓦尔尼因揭露有关俄罗斯政府
“令人不安的真相”而成为了靶子。
一名美国官员告诉记者，“通过今天的行动，我们向俄罗斯释出了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使用化学武器会
产生明确的后果。”这名官员呼吁俄罗斯释放被拘押的纳瓦尔尼及其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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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欧盟去年已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安全部门是这起投毒事件的幕后黑手，但拜登政府周二发布的调
查结果标志着美国首次正式指控克里姆林宫参与了这起投毒事件。
在白宫，新闻秘书帕莎其(Jen Psaki)提到了一份评估报告，该评估称，美国情报部门很有把握地认定俄罗
斯联邦安全局(Russian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的特工对纳瓦尔尼使用了神经毒剂。
美国周二的行动未就大规模的 SolarWinds 黑客事件作出制裁回应，该事件被疑是俄罗斯针对美国政府机
构和私营企业发起的间谍活动。
周二的制裁是拜登(Joe Biden)就任总统以来美国针对俄罗斯的首次行动，与此同时，拜登政府正在评估
就其他一些事件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措施，其中包括 SolarWinds 黑客事件、俄罗斯为袭击驻阿美军的行
动提供赏金等。
在周二的制裁措施之前，上一届的特朗普政府已经就网络攻击、散播虚假信息、支持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的
独裁统治者等问题对莫斯科采取了一连串惩罚措施。
最新制裁可能会更加激化美俄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两国关系已经颇为紧张。
这位美国官员称：“我们与俄罗斯对话的基调和实质内容，以及我们关于俄罗斯的对话，都将与上届政府
截然不同。”他指的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试图缓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关
系的立场。
俄罗斯誓言要对美国和欧盟的新制裁做出对等回应，克里姆林宫方面称，新制裁措施不会达到他们的目标。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称，没有人取消这一条外交规则：对等原则。
欧盟周二宣布的制裁措施针对的是俄罗斯政府官员，包括俄罗斯调查委员会(Investigative Committee of
Russia)负责人 Alexander Bastrykin、总检察长 Igor Krasnov、国民警卫队负责人 Viktor Zolotov 和俄
罗斯联邦监狱管理局(Federal Prison Service)局长 Alexander Kalashnikov。
这些官员或其所在机构都没有立即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Kalashnikov 和 Krasnov 也在美国财政部官员发布的制裁名单中。此外，美国还指控另外五名俄罗斯官员
参与了针对纳瓦尔尼的行动，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 Alexander Bortnikov 和克里姆林宫内政局
局长 Andrei Yarin。美国财政部官员称，内政局的任务是镇压纳瓦尔尼的影响。
中外關係
拜登拉拢盟友对抗中国的计划面临考验
WSJ / William Mauldin / Alex Leary / 2021 年 3 月 3 日 13:49 CST 更新

拜登政府拉拢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的计划正面临考验，原因是在寻求协调对华策略时，美国试图团结的国家
有时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
据官员们透露，在政府上任的头几周里，总统拜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其他高层官
员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对等官员进行了数十次通话；在多次通话中，如何处理中国问题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话
题。拜登政府的外联活动包括向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表示支持，这些国家都与中国存在领土和其
他纠纷，另外，美国还试图笼络目前把中国视为主要贸易伙伴的欧洲国家。
这一行动已初见成效，包括延长驻日美军协议，以及接近与韩国达成类似协议。
在呼吁合作的同时，拜登政府也不得不倾听伙伴国对中国以外问题的关切。
3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Toshimitsu Motegi)说，最近发生的缅甸政变在他与布林肯 40 分钟的通话中占了大
部分时间。
茂木敏充说，美国方面保证，日本在缅甸的投资不会因美国对缅甸将军的制裁而受损。
一位印度官员称，印度讨论了该国成为制造业中心的目标，以及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问题。印度军队去年
在边境与中国士兵发生了冲突。
印度外交部政策顾问 Ashok Malik 说： “他们似乎想与伙伴国家加强合作。”
拜登政府中负责制定对华政策的官员称，要获得其他国家的的支持，就有必要考虑这些国家的利益。这些
官员说，考虑到之前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常与盟友发生争执且一意孤行，令中国政府得以利用这
种不和扩大自身影响力，这一点尤其重要。
一名官员表示：“我们要时刻谨记，我们的一些盟友和伙伴有很多与我们一致的利益，也有一些不太一样
的地方。”
这位官员说，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寻求填补美国缺席造成的真空”，因此，美国的重新参与“能
够帮助对抗中国试图在整个国际体系注入的一些完全反民主的标准和价值观。”
为争夺全球影响力，拜登政府正计划在多个层面与中国展开竞争，一方面是继续执行特朗普政府更强硬的
对华政策，另一方面也寻求在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方面与中国展开合作。对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得到了
许多美国议员的支持，而且拜登政府的上述官员称，还需要利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一名高级官员说，需要与盟友和其他国家合作的早期问题包括确保下一代 5G 电信网络以及关键商品的供
应链。为应对当前冲击汽车行业的半导体短缺问题，美国在 2 月份向台湾和其他合作伙伴发出了呼吁。
一些前任美国官员称，美国面临的一个挑战将是如何让其他政府团结一致，特别是在面对中国政府某些反
击行动的情况下，以及知道何时该单独采取行动。一些欧洲国家正在强调外交政策和经济独立的必要性，
同时试图在中国政府打压香港等问题上进行合作。
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 Matt Turpin 说：“如果任何行动都必须以全面共识
为先决条件，那真的很难领导。”Turpin 表示：“领导力的要义之一是在人们不想做某事的时候说服他
们去做。领导力是要在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之间做出选择，有时还要在完全达成共识之前采取行动。这是
每一位领导者都会面临的难题。”
Turpin 和其他前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合作。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出现升温，前总统特
朗普与印度领导人交上了朋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说服英国和其他国家将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Huawei Technologies Co.)排除在他们的 5G 网络之外。
然而，特朗普也疏远了欧洲大国、一些亚洲盟友和其他国家，他质疑他们对安全事务的投入程度，并以国
家安全为由征收钢铝关税。
北京方面认为，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摩擦是一个可乘之机。中国与欧盟初步达成了一项投资协议，并与其
他 14 个国家签署了亚太贸易框架协定，不过其中未包括美国。
虽然北京方面对与拜登政府合作的前景表示欢迎，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 月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发表讲话时警告称，试图团结各国对抗中国“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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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华盛顿及其盟友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有着共同的担忧，但“我们远未达成某种统一战线”，小布什和
奥巴马任期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韩磊(Paul Haenle)表示。他说，对于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盟
国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更受重视，欧洲则更关注网络安全、人权和其他问题。
现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主任的韩磊说，拜登团队
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有效地协调这些彼此矛盾的优先事项，并打造一个一以贯之、步调一致的方
法。
对于曾惹怒它的那些政府，北京方面不加掩饰地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施压，美国因此面临更大程度的利害关
系。
在中国战斗机和轰炸机 1 月份在台湾控制的南中国海（中国称南海）岛礁附近进行演习后，美国国务院迅
速警告北京，称美国将深化与台湾的关系，并协助台湾防务。
2 月，美国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在日本岛屿附近进行了联合演习，这显然是对中国一项新法律的回
应，该法律赋予了中国海警局更多的权力，使其能够维护北京对东中国海（中国称东海）和南中国海水域
和岛屿的主权主张。
拜登政府也关注四国集团的作用。四国联盟是一个战略集团，被视为抵御中国扩张主义的堡垒，除美国外
还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在最近的一次电话会议上，布林肯和该集团另外几国的外长承诺，将在应
对新冠疫情方面共同努力，并制衡中国的领土和海洋主张。
在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疫情起源展开全球调查后，中国大幅削减了对澳大利亚煤炭、葡萄酒等商品的采
购，之后澳大利亚就成为美国安抚的对象。
上述高官称，中国政府施加了“那种我们确实从未见过的经济压力和攻击”。他说，拜登和布林肯向澳大
利亚总理和外长表示，“我们明白，中国就是想把一只羊从羊群中分离出来。”
一位政府官员称，美国官员在与中国对等官员的对话中提到了这种“经济侵略”。中国外交部表示，可以
为美国详细说明澳大利亚在中澳经贸关系中的不当做法，比如阻挠中国企业投资。
这位美国官员回避了关于政府计划向澳大利亚提供经济或其他援助的问题。澳大利亚外交部没有回复记者
的置评请求。
曾在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担任亚洲事务高官的罗素(Daniel Russel)称，有个想法是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互助
会”来购买澳大利亚的出口产品。罗素称，他们在惩罚澳大利亚人，以儆效尤，单凭这个原因，美国也不
能让这个实验成功。罗素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副主席。
微软称中国黑客窃取信息 中国外交部：望企业采取负责任态度定性
路透华盛顿 3 月 2 日

微软和外部研究人员表示，与中国相关的网络间谍组织利用新发现的微软邮件服务器软件漏洞，远程入侵
电子邮件收件箱。中国外交部周三就此回应称，希望有关企业采取专业和负责任的态度，在定性网络事件
的时候基于充分证据，而不是无端猜测指责。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行
为。将网络攻击直接与政府相关联，更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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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在博客中表示，这次攻击由黑客组织 HAFNIUM 发起，利用了该软件不同版本中四个此前未被发现
的漏洞。微软将 HAFNIUM 描述为在中国境外运营的政府支持实体。
网络安全公司 Volexity 在另一篇博客中称，今年 1 月，其发现黑客利用其中一个漏洞远程窃取了“数个
用户邮箱的全部内容”。Volexity 称，黑客只需要知道微软 Exchange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以及他们想要
窃取的电子邮件账户。
中国驻美大使馆未立即回复记者寻求置评的信息。中国一直否认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尽管美国和其他国家
对此发出一连串指控。
微软表示，受到攻击的目标包括传染病研究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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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华地区
郭树清两会前发言：紧缩来临？
更新于 2021 年 3 月 3 日 01:07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周浩 为 FT 中文网撰稿

两会前的金融市场，因为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一番讲话而震动。郭树清的讲话中提及了房地产是中国经
济的“黑天鹅”，也提及了不良债务处理，甚至还涉及了海外金融市场存在的泡沫。“泡沫论”震动市场
之余，也开始影响市场对于未来一年货币政策的预期。
事实上，如果梳理一下郭树清在过去数年的发言，我们会发现他一直以来致力于化解金融风险和金融泡沫
——从货币政策而言，他更倾向于审慎的政策取向，这可能正是让很多市场参与者所担心的。
在 2018 年的“陆家嘴论坛“上，在谈及当年风行一时的理财产品时，郭树清说：“收益率超过 6%就要
打问号，超过 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经过数年的清理后，当年热衷于“搬砖
“在各银行间选择不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会发现，各种高收益产品几乎已经销声匿迹。
而在 2020 年的“陆家嘴论坛”上，郭树清也明确表示中国不会搞大水漫灌、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这几
乎为去年一度讨论得如火如荼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讨论给出了代表官方的最终结论。
正当大家如往年一般期待郭树清振聋发聩的陆家嘴讲话之际，他却另辟蹊径地在两会前扔出了重磅炸弹。
关于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灰犀牛“的说法并不新颖，但在房地产价格再度开始上升、各地开始收紧相关政
策时，郭树清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关于地产融资的紧缩将大概率历经数年。毋庸讳言，挤压金融和
房地产泡沫，在宏观经济正常化的大背景下，其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将明显上升。
与此同时，郭树清还提及了前段时间热议的互联网金融问题，他也明确表态：“如果金融业务是在网上开
展，是互联网平台，它们办的银行、小贷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我们要求必须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有充
足的资本。”
这段表述事实上也关闭了通过科技来实现曲线套利的窗口，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只要业务的核心是金融
业务，那么无论是何种形式，都要面临严格的杠杆率要求。而这也会大幅度增加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资金要
求和合规成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反垄断”的整体思路。
接下来，郭树清也提及了关于不良贷款的清理问题，并明确表示今年不良贷款的清理力度会继续加大。事
实上，与很多其他金融政策相比，中国的不良贷款清理力度没有明显的“逆周期性”——即一般的金融监
管政策往往考虑金融系统的承受力，因而会选择在经济表现较为理想时加码金融监管，而在市场或系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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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脆弱时给予缓冲。但中国的不良贷款清理力度却在过去数年来保持着较高的力度和强度。笔者在与若干
业内人士的交流中可以发现，很多人从“看不懂”银行资产负债表到“慢慢看清”，中间的微妙变化事实
上也反映出不良贷款清理已见成效。
如果把这几个热点事件结合起来，我们会发现郭树清的讲话中有“将来时”——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泡沫
挤压，也有“进行时”——即完备对互联网金融监管，也有“完成时”——即不良贷款清理的“至暗时
刻”已经大致过去。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未来一段时间金融监管的大方向和着力点。
一般而言，金融市场对于类似讲话的第一反应是“膝跳式”的应急反应，但很快会认为这些表述对于自身
的影响并非“马上”，因此会存在侥幸心理。金融市场受到的短期冲击也大概率会得到修复，然而，伴随
着相关政策的逐步落地，其对经济、金融体系以及金融市场的影响将会逐步显现。总体而言，金融监管常
态化是一个必然的方向。
市场关心的另一个话题是强监管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的紧缩。一个相对直接的看法是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
并没有大的关联，甚至有人会认为“宽货币”会配合“强监管”，以避免政策的过度紧缩效应。这样的看
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似乎过于“静态”。这是因为央行虽然决定货币政策，但风险偏好会对实际政策效果
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存在较高的风险偏好时，货币政策的紧缩虽然会带来利率
的上升，但却很难控制货币高速流动带来的金融创造和货币派生。从这个角度来说，“强监管”如果带来
金融风险偏好的下降，那么货币政策即使处于宽松中，其带来的实际效果可能也是“寒意十足”。反之，
如果金融市场依旧火热，即使在“强监管”和“紧货币”的周期中，对于货币政策的实际感知也可能会有
显著不同。
因此，希望从郭树清的一番讲话中得出所有关于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未来预示，是不可能且不科学的。然
而，郭树清的讲话“刷屏”，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表明市场对于政策取向尚未取得共识，与此同时，讲话引
发的热烈讨论中夹杂着对未来政策紧缩的“担忧”————一轮资产的狂欢是否会戛然而止，只是时间
可以给出答案。
金融市场
各国央行政策目标趋同的时代已经终结
发布于 2021 年 3 月 3 日 01:54 英国《金融时报》 克莱尔•琼斯 报道

1989 年，新西兰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New Zealand)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制定正式通胀目标的央行，
同时该行还获得独立性，能够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实现该目标。
自那以来，这种做法被世界各地所采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
全球大约三分之二国家制定了通胀目标。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把通胀目标设定为 2%。
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趋同。然而有迹象表明，这种趋势目前正在瓦解。新西兰政府上周表示，将迫使央行
考虑其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此举意味着央行的利率将有所提高，高于只关注消费价格时的利率水平。
英国《金融时报》的杰米•史密斯(Jamie Smyth)表示：
一些经济学家警告称，这项引发争议的指令将削弱新西兰央行的独立性。该指令最初遭到了新西兰央行的
反对，并推高了政府债券收益率。但新西兰政府上周四表示，新西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变化，
将要求它考虑能够实现更可持续的房价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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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是一个离群的国家，不仅从地理意义上看是这样，从它控制新冠疫情的方式上看也是如此。因此，
新西兰的房价出现飙升也就不足为奇了。莱坊(Knight Frank)的数据显示，在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的一
年中，惠灵顿的房价上涨了 8.7%，奥克兰的房价上涨了 5.8%。然而，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大多数发达
经济体的房价都有所上涨（见下图，仍然来自国际清算银行）：
这并不意味着一些央行将放弃它们的通胀目标。然而，我们确实预计，各国央行将效仿新西兰的做法，越
来越多地反映本国的政治情绪。
以美联储(Fed)为例，其新框架不仅更加容忍通胀率超过 2%，而且更加注重对就业全面而包容的定义。联
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最受推崇的成员之一莱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上周表示，美联储将关注一
套广泛得多的指标，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往往依赖的 U3 失业率（美国最常报告的失业率，按照积极找工
作的人数计算——译者注）：
当全国整体失业率处于数十年来的低点时，社区代表、劳工代表和教育工作者指出，他们所处群体却“总
是处于衰退之中”。他们提出质疑，在其所处群体失业率仍保持在两位数的情况下，整体经济是否还可被
形容为“充分就业”？
为了反映出这种情况，同时考虑到持续低于目标值的通胀率、低均衡利率、以及通胀对资源利用的低敏感
度，我们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了多项重要改革。有两项变化与美联储双重职责中的就业尤其相关。新框架
要求货币政策努力消除就业与最高水平的差距，这与以前的策略形成了鲜明对比，过去是要求政策在就业
过高和过低时都尽量减少偏差。新框架还将最高就业水平定义为通过一系列广泛指标评估得出的全面且包
容的目标。
当然，这与拜登政府中重要成员的观点一致，包括前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尽管新框
架的采用早于二者上任，但它与人们对美国不平等的更广泛担忧有关。）
与此同时，欧洲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方面走在了前列。这就无怪乎英国央行(BoE)和欧洲央行(ECB)
都比美联储更积极地倡导绿色金融体系。而同样地，美联储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输掉美国大
选后才加入“绿色金融网络”(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一个由大约 75 家央行
组成的组织，支持《巴黎协定》遏制全球变暖的目标——也不足为奇。
就货币政策而言，目前各大央行很可能继续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模仿。事实上，如果债券市场出现问题，不
要认为其他央行就不会追随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的脚步，制定收益率曲线目标。
但日益趋同的时代已经结束。
将央行视为独立机构的想法——该想法随着通胀目标产生——始终是一种幻想，因为它忽视了这一独立
性是由政府赋予的。
在导演亚当•柯蒂斯(Adam Curtis)最近的纪录片《无法忘记你》(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中，
有一个片段记录了英国东北部不满的声音。1998 年夏天，当时刚刚获得独立性的英国央行上调利率，使
东北地区的制造业受到了沉重打击。有种观点认为央行独立性是导致英国工业衰退的罪魁祸首，这种想法
存在严重错误。德国央行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独立的央行之一，而其制造业仍蓬勃发展。不过柯蒂斯
谈到了英国和其他地方的一种更广泛的趋势，即公众对权力被交给未经选举的专家的程度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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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欧洲央行等一些货币当局而言，独立性被充分写入法律——改写欧盟法律并非易事。对于大多数其他央
行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货币政策制定者要么像美联储那样行事，并意识到时代的情绪——这些情绪有时
更加带有沙文主义色彩，而常常是更加对技术官僚感到恐惧。要么，货币政策制定者要冒遭到立法者更大
反对的风险。
澳大利亚财长：全球刺激或将威胁金融稳定
更新于 2021 年 3 月 2 日 22:24 英国《金融时报》 杰米•史密斯 报道

澳大利亚警告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史无前例的全球刺激
措施正在产生金融稳定风险，当利率不可避免地上调时，这种风险只会加重。
堪培拉方面还为其导致中国投资骤减的严格的新外国投资法规辩护，称越来越多的拟议交易都是出于战略
考量，而非出于纯粹商业利益。
澳大利亚财长乔希•弗里登贝格(Josh Frydenberg)表示，尽管澳大利亚开始放松财政刺激计划，但这个太
平洋国家的经济依然强劲，其净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约为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一半。
他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毫无疑问，债务水平上升将给许多国家带来挑战。虽然全球利率较低，这些
债务水平是可以承受的——但货币政策环境未来是会变化的。”
弗里登贝格对全球经济刺激的风险发表评论之前，他的亲密政治盟友、澳大利亚前财政部长彼得•科斯特
洛(Peter Costello)上周也发出了类似警告。
澳大利亚将是首批缩小新冠财政刺激计划规模的发达经济体之一，本月该国将停止 900 亿澳元（合 700
亿美元）的“留工”(JobKeeper)工资补贴计划。
堪培拉方面认为，经济复苏已经开始，理由是 1 月失业率降至 6.4%，而在截至去年 9 月的 3 个月里，经
济增长率为 3.3%。
但一些工会和企业仍苦于边境关闭和限制，尤其是对旅游业和娱乐业的限制，它们警告称，停止该补贴计
划将损害经济。
弗里登贝格是旨在对抗中国影响力上升的外国投资法规的主要推手，他表示自己对将“国家利益”置于澳
大利亚投资政策的核心感到问心无愧。
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对澳投资下降 61%，至 10 亿澳元，低于 2019 年的 26 亿澳元和 2016 年 165 亿澳
元的峰值。弗莱登伯格在阻止两笔潜在交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蒙牛(China Mengniu)以 6 亿澳元
收购日本所有的雄狮乳业(Lion Dairy)，以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以 3 亿澳元收购南非所有的建筑公司 Probuild。
他说：“我们绝对保留基于国家利益对外国投资做出决定的权利，而且已经设置了让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明
确的国家安全测试机制。”
“我们日益看到外国投资提案不是出于纯粹的商业利益，而是更出于战略利益。如果这些外国投资提案有
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我们保留说不的权利。”
弗莱登伯格表示，澳大利亚不是唯一一个收紧规则的国家。他指出，其他国家在国家主权和外国投资方面
与堪培拉方面的看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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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培拉方面去年呼吁调查新冠疫情在武汉的源头后，此后北京方面对澳大利亚一系列出口产品实施贸易制
裁。他在被问及此事时说：“显然，我们同中国有一些挑战。”
弗莱登伯格坚称，澳大利亚官员愿意与中国官员坐下来讨论双边关系，但前提是“不附加任何条件”。
他说：“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我们为他们供应铁矿石的大头，而这些铁矿石帮助支撑其经济
增长。”
弗莱登伯格是澳大利亚保守党政府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有望成为未来的总理。
金融系統恐因 GME 崩潰？SEC 提名者：訂單流支付必查
作者 MoneyDJ | 發布日期 2021 年 03 月 03 日

獲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提名接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的 Gary Gensler 直指，若他執
掌 SEC，將會深入調查免手續費券商的經營模式，藉以保護散戶，創造公平交易環境。
Business Insider 、英國金融時報、路 透 社 等外電報導， Gensler 2 日參議院銀行委 員 會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舉行的虛擬確認聽證會，俄亥俄州參議員 Sherrod Brown 問對散戶將股票交易視
為遊戲，近幾月許多個股（尤其 GameStop）出現前所未見波動性的問題，該如何處理。
Gensler 表示，他會調查部分交易機構支付第三方券商，藉此執行客戶訂單。他說，面臨訂單流支付
（payment for order flow）時，如何確保客戶下達的買賣單依舊能獲得最佳執行結果，是 SEC 會檢視
的問題。
盈透證券（Interactive Brokers）董事長 Thomas Peterffy 2 月 17 日接受 CNBC 專訪時曾表示，
GameStop（GME）等迷因股的軋空狂潮，曾讓美國金融系統危險地逼近崩潰邊緣，但包括國會、主管
機關等普羅大眾，似乎毫不知情。GameStop 空單部位龐大，加上大規模的選擇權交易，讓市場變得脆
弱。
Peterffy 說，由於 GameStop 並無漲停限制，情況可能會惡化到，空軍及擔任選擇權仲介機構的造市者
都無法履行自身義務。若所有選擇權投資人都決定履約，造市者將面臨無法達成合約要求的風險，這可能
導致券商對結算所違約，演變為難以化解的大混亂。
Peterffy 認為，主管機關一定要修改法令，減少類似情況發生的機率。舉例而言，券商應每日公布個股的
放空狀況，而非每月兩次。另外，放空個股者支付的保證金應拉高 1%。他說這是系統漏洞，應立即補強。
鄉民太威！Reddit 爆炒股將有專屬 ETF，3/4 掛牌
作者 MoneyDJ | 發布日期 2021 年 03 月 03 日

散戶軍團在市場拋下震撼彈，GameStop、AMC 的驚天漲勢，讓鄉民成了市場不敢小覷的力量。ETF 發
行商 BUZZ 相準機會，推出追蹤社群平台熱門股的 ETF，想藉此大發利市。
MarketWatch、Insider 報導，這檔 ETF 名為「VanEck Vectors Social Sentiment ETF」，將追蹤
Reddit、Twitter、StockTwits 的市場情緒，找出投資人最看好的個股，預定 4 日在紐約證交所掛牌。
BUZZ 將蒐集社群網路、新聞、網誌的股票貼文，由分析系統過濾後，判斷市場對個股的看法。這檔 ETF
有 75 檔美國個股，包含 Twitter、Facebook、亞馬遜、特斯拉、運動博彩商 Draftkings、博弈商 Penn
National Gaming 等，預定每個月進行資產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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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散戶之王」的 Dave Portnoy 2 日替此 ETF 打廣告，在 Twitter 表示，有新 ETF 問世，他參與其
中，以自身顏面和聲譽力挺。BUZZ 用演算法選股，Portnoy 是演算法公司的股東。此外，Portnoy 是數
位媒體商 Barstool Sports 創辦人，Penn National Gaming 是 Barstool Sports 股東。
CFRA 的 ETF 暨共同基金研究主管 Todd Rosenbluth 表示，用市場情緒選股有其道理，此 ETF 備受關注，
不只因 Portnoy 的名氣，也是因對場邊觀望 GameStop 瘋潮的人來說，購買 ETF 是參與漲勢較安全的方
法。ETF 組成較多元，包括估值遭低估的個股，有些基本面還不錯。
然而也有人警告，Portnoy 之類的網紅能靠推文撼動市場，此 ETF 和市場操縱間的界線相當模糊。
Healthy Markets 執行董事 Tyler Gellasch 表示，對個股價值有直接影響力的人士參與 ETF 發行，想想
潛在利率衝突和可能的自家交易。這些網紅推文和公開發言，能改變個股股價和資產組合。
行业/板块
英飞凌：车企应改变芯片采购模式
更新于 2021 年 3 月 2 日 16:02 英国《金融时报》 乔•米勒 法兰克福报道

欧洲最大半导体公司英飞凌(Infineon)警告，汽车制造商需要采用一种“不同的模式”来采购关键芯片。
此前供应紧张迫使世界各地的装配线突然停摆。
“汽车业不能说：‘好了，够了，我们不需要（更多芯片了）。’然后过一阵子又回来说：‘现在我们需
要芯片了。’”英飞凌首席执行官赖因哈德•普洛斯(Reinhard Ploss)告诉英国《金融时报》。
“他们必须考虑（半导体行业）差不多半年的较长交货期。”普洛斯补充说。他的公司是现代汽车所配备
的微控制器和传感器的世界领先供应商之一。
汽车业的半导体供应瓶颈在去年末开始显现，此前汽车需求意外反弹，而消费电子市场也恰好同时呈现繁
荣局面。
大众汽车(Volkswagen)、通用汽车(GM)、福特(Ford)和雷诺(Renault)等汽车制造商措手不及，不得不停
产或重新安排生产。
其结果是，据 IHS Markit 估计，随着供应短缺延续至下半年，今年整个汽车业将少生产约 100 万辆汽车。
此轮短缺已促使保时捷(Porsche)和梅赛德斯(Mercedes)等一些汽车品牌重新审视几十年来一直依靠“及
时化生产方式”(JIT)交货的供应链，考虑保有更大库存。
普洛斯表示，汽车业不能期望英飞凌这样的芯片制造商“承担保有库存的全部风险”。他的客户包括博世
(Bosch)、大陆集团(Continental)和采埃孚(ZF)等汽车零部件一级(Tier 1)供应商。
“对我们来说，那将是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现金流风险。”他补充道。他指出，半导体的保质期也是有限
的，因为它们容易被污染。
这位西门子(Siemens)前高管表示，工业企业已经与半导体供应商订立了较长期合同，“提供一定程度的
承诺，即使在市场比较疲弱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汽车业的困境主要归因于台湾的台积电(TSMC)等代工厂缺乏闲置产能。台积电为英飞凌从事一部分制造，
是世界最大的代工芯片制造商。
其结果是，拜登(Biden)政府和欧盟领导人都呼吁对境内生产设施加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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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普洛斯表示，仅占全球半导体市场约 10%的汽车业，将继续受到智能手机制造商等更大客户的挤压，需
要在其供应链上构建更多“韧性”。
“就因为某件 2 美元的设备缺货而使他们不能交付汽车是不行的，”他表示，“我公司作为供应商，正在
竭尽全力让客户避免这种窘境。”
SIA 預期 2021 年全球半導體營收再成長 8.4%，呼籲美國必須增加投資
作者 Atkinson | 發布日期 2021 年 03 月 03 日

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總裁兼執行長的 John Neuffer 於外媒專文寫道，2020 年半導體產業營收比
2019 年成長 6.8%，達到 4,400 億美元。預期 2021 年將再較 2020 年成長 8.4% 情況下，這對於目前正
在大力推動半導體產業復興的美國來說，將需要政府採取大膽行動，才能從中獲利。
John Neuffer 指出，從長期來看，因個人裝置和晶片運算設備需求不斷提升，將導致半導體市場將在未
來幾年持續成長。除了個人裝置和伺服器，半導體應用包括 AI、5G、自駕車等也都迅速發展，使 2021
年半導體產業營收金額，預期將較前一年再成長 8.4%。在大成長環境下，John Neuffer 警告，如果沒有
美國政府的大膽行動，其他國家將更有利於利用這種上升態勢拉大與美國的距離。

John Neuffer 進一步表示，美國競爭對手已經體認到半導體的戰略重要性。並且，多年來在晶片製造和
研究上進行了大膽的投資。相比之下，美國政府沒有提供重大的晶片製造激勵措施，這造成了美國總統拜
登所說的，美國對半導體研究的投資佔 GDP 比例一直呈現持平的狀態。
目前，企業在美國建造和運營一個新的半導體工廠，其成本要比其他國家要高出 25% 至 50%，原因在於
其他國家獲地區提供了政府的獎勵措施，從而大大降低了企業的負擔。因此，過去 30 年中，美國在全球

12

晶圓廠產能的佔比已從過去的 37%，下將至當前 12%。所以，除非美國政府採取大膽行動，否則企業將
在美國以外地區生產用以滿足日益成長需求的晶片。
為了補足 John Neuffer 所說缺失，美國總統拜登日前簽署行政命令，對供應鏈進行為期 100 天審查，以
解決當前全球晶片短缺的問題。拜登還指出，政府將致力於為《CHIPS 法案》爭取 370 億美元預算，是
由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牽頭的共和黨議員 Michael McCaul 提出，目的在促進和激勵美國境內的半導體
生產、研究和開發法案 。
爭取特斯拉設廠，印度拋誘因：保證生產成本低於中國
作者 MoneyDJ | 發布日期 2021 年 03 月 03 日

印度積極布局想要成為製造大國，極力爭取國際大廠進駐投資。據印度交通部長 Nitin Gadkari 透露，若
特斯拉（Tesla）點頭在印度生產電動車，當局將提供獎勵誘因，生產成本可望低於中國上海廠。
路透社報導，今年 1 月，特斯拉在印度註冊成立公司，預計今年開始在印度市場推出電動車。據知情人士
稱，特斯拉計劃首先推出平價車款 Model 3，以進口方式在印度試水溫，最快可能今年中旬就會上市。
Gadkari 受訪時向路透社表示：「與其只在印度組裝，不如在印度生產整輛車，且雇用本地供應商。在此
情況下，我們可以給予更優惠的獎勵措施。」Gadkari 沒說明措施細節。
不過 Gadkari 強調：「如果特斯拉決定在印度製造電動車，當局將確保與世界甚至中國相比，特斯拉可在
印度享有最低的生產成本，我們將確保做到這點。」
報導指出，印度希望促進當地電動車、電池及零件生產，以減少進口昂貴的電動車，同時降低大城市的空
污程度。然而印度要吸引特斯拉設廠並不容易，原因是當地充電設施不足，而電動車的高昂定價也嚇跑不
少消費者，2020 年印度僅售出約 5 千輛電動車，僅佔整體汽車銷量 240 萬輛極少比例。
外媒先前報導，在印度政府「印度製造」計畫推動下，印度正與越南、印尼和泰國等鄰近國家展開競爭，
積極吸引大型製造商赴當地投資設廠。
目前包括三星（Samsung）已在當地設立手機組裝廠和面板廠。台廠緯創也在印度科技重鎮班加羅爾
（Bengaluru）設有工廠，主要生產蘋果平價版智慧手機 iPhone SE（2020）。
趨勢/評論
英国“净零排放”由谁买单？
更新于 2021 年 3 月 2 日 16:36 英国《金融时报》 彼得•福斯特 布赖顿报道

当英国成为全球首个承诺到 2050 年实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净零”碳排放目标的主要经济体时，它已经
在电网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可再生能源在英国获得了快速发展，同时英国关闭了许多燃煤发电站，这些使得英国电力行业自 1990 年
以来减少了 70%以上的碳排放量，并以对消费者生活影响最小的方式，向英国家庭输送了更清洁的电力。
但就在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准备于周三提交一份“绿色预算”、而且英国也准备好要
于 11 月在格拉斯哥主办联合国第 26 届气候变化大会(UN COP26)之际，专家们警告称，从许多方面来看，
电网脱碳是通往净零排放的旅程中一个比较容易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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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供应给英国家庭的电力有一半是绿色的，但这对消费者并没多大影响，而下一阶段的改革和变化将
会非常不同,”气候变化委员会(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斯塔克(Chris
Stark)表示。该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为英国政府提供有关如何达到净零排放的建议。
下一段旅程将要求消费者改变生活方式，对于那些财力有余的人，还要掏出他们的钱包。
要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就需要在两个关键领域进行全面的改革：一是交通，目前朝着电动汽车的转型正在
加速；二是建筑，3000 万户家庭的供暖和隔热方式需要彻底改变。
而向低碳汽车的转变，以及用电驱动热泵取代燃气锅炉，让政府面临着一系列微妙的政治和财政选择。
这些改革的成本预计将是巨大的。气候变化委员会估计，到 2030 年，英国经济绿色化的年度资本支出—
—主要由私营部门作出——将达到 500 亿英镑的峰值。这大约是当前公私部门年度投资总和的八分之一。
但气候变化委员会估计，从本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始，在运营支出上节省的金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驾
驶电动汽车的成本比汽油车更便宜——将开始超过年度投资。

交通和住宅的绿色化将产生赢家和输家，而政府尚未明确成本要怎么分担。英国财政部已表示将在今年晚
些时候发布一份净零排放评估报告，更详细地列出“如何分配实现净零排放的成本”。
曾任前商务大臣格雷格•克拉克(Greg Clark)顾问、现供职于咨询公司 Flint Global 的乔希•巴克兰(Josh
Buckland)认为，对于交通运输的绿色化来说，其政治途径要比建筑绿色化更容易。气候变化委员会估计
在交通绿色化方面未来 30 年平均每年需要 114 亿英镑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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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解决的，”他说。“消费者可以通过融资购买汽车，因此可以不用支付
前期成本。”
不过今后仍存在一些政治难题。随着英国电动汽车的普及，英国财政部将需要想办法填补一项税收，即目
前每年达 370 亿英镑的碳排放税——主要是燃油税和汽车消费税。

巴克兰表示，能够替代这项税收的主要是按英里数收取的过路费以及拥堵费的某种组合——财政部多年来
一直在考虑这两种税项，但由于担心引起政治反弹而没有认真研究落实。
但专家表示，比起交通，问题更大的是英国存量住宅的绿色化。气候变化委员会估计，未来 30 年，英国
平均每年将需要投资 117 亿英镑来应对这个问题，这还需要消费者观念做出巨大转变。
英国非营利组织 Energy Systems Catapult 在 2020 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49%的人不认为他们的
燃气锅炉是造成全球变暖的因素——尽管这些东西几乎占英国碳排放量的五分之一。
另一家非营利组织欧洲气候基金会(European Climate Foundation)的乔斯•加曼(Joss Garman)表示，公
众认知上的不足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表示：“目前，在供暖脱碳方面，政策对话与公众对话之间存在巨
大鸿沟。”
另外，必需的转变非常巨大。英国目前每年大约安装 3 万个电热泵，而政府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到 2028 年
每年安装 60 万个，但要想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需要达到每年安装逾 100 万
个电热泵。
气候变化委员会估计，要实现这一目标，每户家庭平均需要花费 1 万英镑，因为普通燃气锅炉每台 2000
英镑左右，而一台电热泵需要花费 6500 英镑。
在去年 12 月发布的净零排放中期评估报告中，英国财政部在谈及谁来承担这些成本的问题时含糊其辞，
表示这些成本将由家庭、物业所有者或纳税人承担，具体“视政策选择而定”。
巴克兰表示，与交通相比，对英国住宅进行绿色化所面临的政治挑战更大，因为电动汽车显然对消费者具
有吸引力。
“首先是房主面临的前期成本问题，此外，消费者的体验也不同。”他补充称，“使用燃气锅炉时只需按
下开关就能为你的住宅供暖，而电热泵要花 24 小时制热，而且它只能将屋内温度加热至 17 至 19 度。这
需要人们转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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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克表示，要想说服消费者将钱花在电热泵和顶层保温材料而不是厨房和浴室，需要政府采取一系列的
拨款和激励措施，但政府到目前为止还尚未制定出这样的计划。
他补充称：“这方面并不存在技术障碍，只是缺少一个计划。”
为了推动变革，政府可以考虑将能源税的税收来源从电力逐渐转向天然气，因为目前对电力征收的温室气
体排放税要高得多。
斯塔克表示，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政策决定，在英国财政部赶在联合国第 26 届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发布净
零评估报告时，英国政府都将不得不拿出计划。“为了获取信任，它必须说明一个明确的计划……包括未
来的财政选择。”
沃尔沃汽车到 2030 年将仅销售电动汽车
更新于 2021 年 3 月 2 日 15:44 英国《金融时报》汽车业记者 彼得•坎贝尔 报道

沃尔沃汽车(Volvo Cars)到 2030 年将仅销售电动汽车，并将所有销售转移到网上，寻求与客户建立直接
关系，剥夺经销商与客户议价的角色。
在转向电动汽车方面，吉利(Geely)拥有的这家瑞典集团是所有领先汽车制造商中最为雄心勃勃的。该集
团周二还表示，它将集中控制所有定价，经销商不再与客户议价。
代表该集团的经销商展厅将用于维修汽车、提供整车提货和店内建议，并展示一些当前销售的车型。
不过，随着车载技术服务和运输应用生成海量数据，同时谷歌(Google)和苹果(Apple)等公司寻求进军汽
车行业，沃尔沃汽车希望拉近与客户的距离。
“我们希望与直接使用汽车的人们建立牢固的客户关系。”沃尔沃汽车首席执行官塞缪尔森表示。
传统上，汽车制造商对客户个人了解甚少，独立经销商扮演主要联系人的角色。
按照沃尔沃新的集中式体系，在店内订购汽车的客户将使用与网购者相同的线上系统，同时沃尔沃汽车还
将扩大其租赁和订用模式，纳入保险保护。
塞缪尔森补充说，除了像往常一样按照销售和需求情况审视和调整零售足迹之外，该集团预计不会因上述
举措而关闭经销网点。
在周二发布一款新的电动汽车前夕，该集团还正式明确早先的一个雄心，即在 2030 年之前从其产品线中
淘汰所有传统发动机和混合动力汽车。
塞缪尔森表示：“客户永远是对的，但我绝对相信将不会还有真正仍想使用汽油发动机的客户。”
尽管某些集团给出了有限的淘汰日期，但沃尔沃是第一家致力于这么快在全球范围内终止销售内燃发动机
汽车的大型汽车制造商。
福特(Ford)已承诺到 2030 年在欧洲仅销售纯电动汽车，而通用汽车(GM)宣布了在 2035 年之前逐步淘汰
内燃发动机汽车的雄心。
沃尔沃汽车本已计划到 2025 年实现一半销量为纯电动车型，另一半为使用电池和发动机的混合动力汽车。
该公司正准备剥离其发动机和混合动力技术部门。根据上周宣布的一项合作协议，该部门将由吉利汽车
(Geely Auto)在有管理的情况下逐渐结束运营。
该公司补充说，将所有交易转移到网上“将从根本上简化选购沃尔沃电动汽车的过程，并减少涉及的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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