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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

针对美国对 2,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上调关税将从 10 月 1 日推迟到 10 月 15 日，中国商务部发
言人高峰周四称，对美方释放的善意的行动表示欢迎，希望中美双方相向而行，为磋商创造良好条
件；下一步中国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续根据企业的申请，适时公布后续批次的排除清单。

•

伊福经济研究所(Ifo)周四下调了对 2019 年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并称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将在第
三季陷入衰退。这一最新的悲观预测，加大了欧洲央行放松政策的压力。

•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在阿布扎比 OPEC+部长级会议前表示，OPEC+希望达成油市稳
定及产油国之间的团结一致，沙特的石油政策保持不变。OPEC+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与其他
产油国盟友的合称。此部长级会议主要目的为监督落实减产协议情况。

•

一项路透调查结果显示，投资人过去两周缩减多数亚洲货币的空仓，因美国和中国同意重启贸易谈
判之后，冒险意愿回升。

•

亚洲股市周四触及六周高位，市场憧憬美中贸易摩擦缓解，且预计欧洲央行将开启全球主要央行的
新一轮货币宽松潮。

•

油价周三大跌逾 2%，此前有报导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在人们对全球能源
需求的担忧挥之不去之际，放松制裁可能会令全球原油供应增加。

•

黄金价格周三上涨，因市场预期主要央行将放松货币政策，而全球经济增长风险持续，尽管对风险
较高资产的需求改善限制了金价涨势，令金价保持在四周低点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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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宏观经济
特朗普应中国请求推迟加征关税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 10:56 英国《金融时报》 吴爱莉 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已经应中国副总理的请求，延迟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至 10 月
15 日“以表善意”。
周三晚间，特朗普在两条 Twitter 帖子中说，原定于 10 月 1 日生效的对 25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
将会推迟，因为那天恰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日。
他表示，中国副总理刘鹤请求推迟开始提高关税的日期。此次加税将把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 25%提升至
30%。
作为对这一消息的回应，中国的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0.2%。标普 500 指数期货上涨 0.5%。
美国总统采取这一举动之前，中国周三豁免了 16 种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作为最新一轮谈判之前的友好
姿态。
苏格兰法院裁定英国首相暂停议会不合法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 05:48 英国《金融时报》 王明 爱丁堡 ， 简•克罗夫特 伦敦报道 ， 詹姆斯•布利茨

苏格兰最高法院周三裁定，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暂停议会是不合法的，但在下周英国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就这一问题开庭审理之前并未下令召回议员。
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Court of Session)的裁决在政界和法律界引发冲击波。法院称，约翰
逊在英国退欧之前决定关闭议会“是出于阻挠议会运作的不正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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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这一裁决与伦敦高等法院(High Court)上周的一项裁决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周三全文公布了判
决书，称暂停议会“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因此法院无法对其进行复审。
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裁决，以及在贝尔法斯特提起的另一起案件，将在下周由最高法院审理三天。
反对英国退欧的活动人士曾希望苏格兰法院能下令立即召回议会，但主审法官卡洛威勋爵(Lord Carloway)
表示，在最高法院审理此案之前，该法院不会作出任何“附带命令”。
唐宁街表示，政府对这一决定感到“失望”，并将提出上诉。约翰逊一直坚称，在制定其对新一届议会的
计划之前，暂停议会是一项例行事务。
判决作出后不久，一位唐宁街官员在回应时暗示苏格兰法官们在政治上有偏向性。但司法大臣罗伯特•巴
克兰(Robert Buckland)很快就驳斥这一观点，宣布：“我国法官以其卓越和公正闻名世界，我对他们在
每一起案件中的独立性充满信心。”
唐宁街后来澄清说，如果政府在最高法院被击败，它将遵守裁决，召回议会。“我们绝对尊重司法独立。”
首相的官方发言人说。
尽管许多议员呼吁议会立即复会，但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当局表示：“在议会休会期间，任何加
快召开议会会议的决定都是政府的事。”
苏格兰的裁决发现，约翰逊的真正意图是在英国退出欧盟的准备过程中削弱议会的监督。
法官卡洛威勋爵表示，女王根据首相的建议下令暂停议会的决定，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受到司法复核，但如
果其目的是阻止对行政分支的监督，就可能不合法。
“提供该建议的情况，以及英国政府提交的文件的内容，表明这才是议会休会的真实原因。”一份判决书
摘要草案引用他的话说。
英国政府发布报告，概述无协议脱欧的“最糟情境”
WSJ / Max Colchester / Stephen Fidler 2019 年 9 月 12 日 09:45 CST

英国政府发布报告，列出了无协议脱欧情况下按理可能出现的“最糟糕情境” ，包括燃料和药品可能出
现短缺、港口交通严重拥堵以及食品价格上涨。
由于反对派议员在议会投票要求公布报告，英国政府周三被迫发布了这份报告。报告描述了一幅令人沮丧
的画面，伦敦出现燃料短缺，由于 40 多年来首次在边境设立海关和其他检查，药品被困在法国港口的混
乱交通之中。
这份报告称：“抗议和反抗议将出现在英国各个地方，或许会耗费大量警力。”
英国政府负责无协议脱欧准备工作的内阁大臣戈夫(Michael Gove)在一封给反对派议员的信中称，这份报
告并非对即将发生情况的预期，而是提供一份“特意制定的详细背景供政府进行规划，确保我们有所准
备”。
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已誓言要兑现 2016 年脱欧公投的结果，表示他将带领英国离开欧盟，即
便没有一份确保逐步过渡的协议。英国定于 10 月 31 日正式退出欧盟，但此前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迫
使政府在无协议情况下要求延迟脱欧的法案，因此目前这个最后期限似乎并不确定。
预期中的混乱主要来自英吉利海峡两侧港口的严重交通拥挤，从无协议脱欧的第一天起预计就会出现这种
交通混乱局面，届时卡车车流料将下降高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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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称，英国多佛尔和法国加来的严重混乱状态最长可能会持续六个月。在登船穿过英吉利海峡前，由
于需要排队等待通关，卡车可能会面临最多两天半的延迟。这可能会影响药品进入英国，并引发对燃料的
恐慌性购买。报告称，某些食品价格可能会被推高。英国四分之三的药品通过英吉利海峡进口。
报告称，企业和家庭还将面临更高的电价。
根据政府最坏的设想，英国将在一夜之间切断与欧盟的联系，英国与欧盟的边境将在 40 多年来首次实施
关税、动物安全检查和其他控制措施。
一个主要担忧是，企业和个人没有采取措施为无协议退欧做好准备。报告估计，使用英吉利海峡的出口商
中，有 50%至 85%的出口商在脱欧第一天会没有准备好接受海关检查。
台湾男子在大陆失联，北京称其涉嫌犯罪被调查
WSJ / MIKE IVES / 2019 年 9 月 12 日

中国当局周三表示，一名在中国失踪的台湾男子“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正在接受审查，
这是可能与香港数月来民主抗议活动相关谜案的一个最新转折。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透露，名为李孟居的这名男子正在接受调查。香港和台湾的报纸称，他
大约在三周前失踪。
据信他于 8 月 19 日入境毗邻香港的大陆城市深圳。一家台湾报纸不久后刊登了一张显示边境附近装甲车
的照片，并称是李孟居所摄。
从北京的简短声明看，尚不清楚李孟居身在何处，或者是否已被拘留。
李孟居的失踪之所以敏感，是因为随着今年夏天香港民主示威活动的加剧，外界日益猜测中国是否会派军
进入这个半自治领土镇压抗议活动。
近几周，中国官方媒体发布了深圳部队调动的照片和视频，但真派部队进入香港将是史无前例，对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也存在政治上的风险。
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1997 年在“一国两制”的安排下回归中国，这一安排保证香港享有 50 年的高度自
治，并赋予它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商业和贸易上的特殊待遇。
据香港和台湾报纸报道，李孟居效力于一个志愿者组织。
台湾政府的大陆委员会 8 月份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李孟居进入大陆后失联。台湾官员要求北京提供其
下落的信息。
没有迹象表明，他是在拥有独立法律体系的香港被捕。但周三，香港警方和入境事务处拒绝置评。
《南华早报》周三报道称，深圳警方此前曾告知李孟居家属，他们没有他入境深圳的记录，尽管李孟居的
几位朋友称曾在深圳与他吃过饭。
8 月底，台湾报纸《自由时报》刊登了一张中国军用车辆照片，称是李孟居此前在大陆所摄。报道称，据
信他 8 月 19 日和 20 日在深圳。
该报还报道，李孟居本应在 8 月底从香港飞往印尼，但未能抵达目的地。
台湾陆委会副主任委员邱垂正 8 月份曾表示，李孟居在香港时尚保持联系，但在入境大陆后失联。
在有着活跃民主的自制岛屿台湾，许多人对中国政府深感疑虑，与香港的抗议者志同道合。北京长期以来
主张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但从未控制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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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以神秘的理由逮捕或拘留外国人，这通常是作为更大的外交策略的一部分。近年来，多
人在香港突遭绑架，后被发现关押在大陆，其中包括多名本地书商和中国大陆最具政治人脉的金融家之一。
8 月份，一名英国驻香港领馆雇员在深圳出差失踪后被关押数周。中国政府表示，这名男子、香港居民郑
文杰是被行政拘留，但未说明他被指控犯有何种不当行为（如果有的话）。
郑文杰的失踪让人们担忧，中国逮捕他是为警告香港抗议者或香港先前的殖民者英国，后者一直呼吁北京
遵守 1997 年签署的协议。
同样在周三，抗议者之一的黄之锋在柏林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香港是“一场新冷战中的新柏林”，请求
德国支持香港的民主制度，并停止向香港警方出售武器和装备。本周，他还与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
(Heiko Maas)会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二谴责德国允许黄之锋入境，进行她所谓的“反华分裂活动”。
中国经济
美企对在华收入前景更加悲观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 12:16 英国《金融时报》 汤姆•汉考克 上海报道

上海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的调查显示，在华美企对在华收入前景
越来越悲观，但它们表示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放缓而不是关税的影响。
在接受上海美国商会调查的企业中，预计今年在华收入将会增长的美企的比例比去年下降三分之一，至
50%。对未来五年前景表示乐观的美企的比例下降五分之一，至 61%。
然而，在华美企更担心的是中国经济放缓，而不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日益加深的贸易战。
“对未来三至五年商业前景的乐观情绪处于多年来最低水平，”该商会负责人季恺文(Ker Gibbs)说。
“大多数会员企业预计，同一时期的经济放缓是重大挑战。”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北京去杠杆行动导致的投资
疲弱。
接受调查的美企受中国国内增长的影响更大，因为逾一半美企表示它们现在主要采取“在中国，为中国”
战略，为中国国内消费者和企业生产，而不是为出口市场生产。
尽管如此，在接受调查的 333 家企业中，有 51%的企业报告，由于自去年以来中美双方彼此加征关税，
它们的在华收入下降。
四分之三的受访美企表示，它们反对华盛顿方面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季恺文说：“中国经济回暖显
然会驱散一些阴霾，但终结关税将是最受欢迎的消息。”
该商会代表上海及周边省份主要从事金融服务、医药和轻工业的美国企业。这次的调查发现，77%的在华
美企是盈利的。
尽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呼吁美国企业离开中国，但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表示它
们将投资转向了其他地方——尽管这一比例比去年增加了 7 个百分点。
近一半受访企业表示，它们计划明年在中国加大投资，这一比例与前几年相比仅略有下降，这突显了最近
的报告，这些报告表明，尽管发生贸易战，但美国对华投资仍在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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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认为，中国的消费者支出增长，是未来三到五年会让它们受益的首要因素。由于医疗支出持续增
长，制药公司是最乐观的一类美企。
大多数美企还表示商业环境有所改善，指出政府官僚主义、腐败和对当地公司偏袒给它们带来的挑战减少
了。
季恺文表示：“我们的成员报告的腐败和欺诈有所减少，同时政府官僚机构被认为更有效率了。”
取消 QFII 和 RQFII 限额不足以吸引外资流入中国
WSJ / Mike Bird 2019 年 9 月 12 日 10:30 CST

如果我们开放，他们就会进来。在西方对中国金融市场投资方面，这大概就是中国政府的思维逻辑。但这
一梦想不太可能变成现实。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简称：外汇局）周一取消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RQFII)总计 3,000 亿美元的投资额度限制。
这一消息听起来像一个重大市场开放举措的原因显而易见：这一限制外国投资的体系是 2002 年设立的，
最初的限额为 100 亿美元，之后被逐步提高，在今年早些时候达到 3,000 亿美元。
但通过该体系发放的实际投资额度长期以来都一直远低于上述最高限额。截至 2018 年底，也就是该限额
最近一次提高前夕，外汇局批准的总 QFII 额度为 1,010 亿美元，相当于 1,500 亿美元限额的三分之二。
截至今年 8 月末，已批准的 QFII 总投资额度约为 1,100 亿美元。
自 2014 年以来，连接香港和中国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成为外国投资者购买中国资产的热门渠道，分
流了部分通过 QFII 进行的投资。但即便在这一互联互通机制开通后，海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市场的需求看
起来也不是很迫切：2019 年迄今，通过深港通和沪港通净流入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资金累计达人民
币 1,560 亿元（合 219.3 亿美元）。2018 年同期的资金净流入额为人民币 2,220 亿元。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或许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海外投资者还没有用光此前的配额。中国股市波动剧烈，过
去 10 年的涨幅为近 20%，股市中情绪驱动型的交易占主导地位。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怀疑情绪对资
金流入的影响可能比北京方面强制实施配额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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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投资方面，北京的观点不再是“梦想之地”(Field of Dreams)，而是能进不能出的“加州旅
馆”(Hotel California)。西方资本可以随时进入，但如果中国资本获准离开，那就很幸运了。中国的合格
境内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 简称 QDII)制度没有发布类似公告。该机制
允许中国机构购买境外资产，但没有实施具体的配额，而是规定机构境外投资不得超过机构海外资产的一
定比例。
QDII 项下的投资出现增长，但增长缓慢。截至 2015 年 8 月，QDII 项下批准的资金规模为 899 亿美元，
四年后增至 1,033 亿美元。大部分获准投资境外的资金被分配给了香港，意味着投资者将有更多中国敞口。
恒生指数成分股公司近三分之二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内地。
市场化不仅仅意味着打开闸门，所提供的投资质量也很重要。如果不进行更根本性的改革以提高中国资产
的吸引力——比如提高企业透明度，以及在市场表现出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方式时，减少行政干预，那么这
一最新举措除了引发关注之外，不会带来更多改变。
金融市场
全球货币贬值令投资者受挫
WSJ / Ira Iosebashvili 2019 年 9 月 12 日 15:05 CST

全球许多货币正跌至多年低点，挫伤人们投资组合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贸易战紧张局势。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最近跌至逾十年来最低水平，欧元兑美元汇率上周创出两年以来新低，英镑兑美元则下
挫至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低点。
哥伦比亚比索等一些新兴市场货币兑美元汇率已跌至历史最低水平。此外，8 月份阿根廷比索暴跌后，该
国最近实施了资本管制措施。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追踪的 41 种货币中，仅九种兑
美元在 2019 年升值。
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全球策略师 Kit Juckes 表示，投资者对一些货币的担忧愈发升温，因为
走势正变得越来越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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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跌势凸显出，近几个月以来，围绕全球经济放缓和中美贸易战的担忧已开始影响市场。各国央行今年
早些时候纷纷启动降息，而在此之前的一小段时间，许多央行还在收紧货币政策或暗示借贷成本将上升。

由于利率下降及增长放缓推动债券收益率下跌，投资者涌向美国，该国经济相对强劲，美国国债的收益率
也远高于很多其他国家国债。这种改变给大部分外汇市场带来压力，推动美元兑很多美国贸易伙伴国货币
的汇率升至历史高位。
Juckes 建议客户押注美元和日圆兑一系列新兴市场货币汇率上涨，包括南非兰特、波兰兹罗提和韩圆。
很多国家正受益于汇率下降，这通常会使出口产品在海外更具竞争力，进而提振经济增长。而贸易伙伴可
能别无选择，只能让本币贬值。
在美国宣布加征关税、两国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后，中国在 8 月初允许人民币降至一直被视为禁忌水平的下
方，加快了今年一系列货币的贬值速度。作为回应，美国在 1994 年以来首次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虽然二十国集团(G20)已经承诺不会使用汇率来获取竞争优势，但大多数成员国几乎没有采取什么举措来
阻止本币的下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的数据，8 月总计有 14
家央行降息，包括墨西哥和印度央行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高于 7 月份的 8 家。降息往往会令货币走软，
降低它们对于追求收益的投资者的吸引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周三再次呼吁美国降息，并再度抨击了美联储。他发布推文称，美联储
应当把利率降至零甚至更低。
货币的普遍贬值可能带来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欧洲等富裕经济体可能乐见货币走软，这可以通过提升出口竞争力来刺激经济增长并推升通胀率。这正是
欧洲央行数年来实施超低利率，却都一直未能实现的目标。欧元近期交投于 1.1099 美元，较去年 9 月水
准下跌逾 6%。
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贬值可能会带来麻烦。在新兴市场，通货膨胀加速上升成为一个问题，
这些国家的央行往往必须努力防止物价上涨过快。
8

货币贬值会加大发展中国家偿还美元计价债务的难度。如果本币贬值幅度过大则可能引发投资者不安，促
使基金经理纷纷抛售新兴市场资产，导致资金争相外逃。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分析师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称，大部分有关汇率战的分析都认为，货币
贬值幅度最大的国家会成为赢家。不过，能最好地应对货币贬值后果的国家才可能成为赢家。
阿根廷目前正面临货币大幅贬值的后果。该国政府最近实施了资本管制，并冻结了汽油和部分食品的价格，
以遏制高达 50%以上的通货膨胀。过去一年里，阿根廷比索兑美元贬值超过 30%。该国的市场也给包括
对冲基金 Autonomy Capital 在内的几家知名投资者造成损失。Autonomy Capital 上个月在与阿根廷有
关的投资上损失了 10 亿美元。
兑美元汇率处于或接近多年低点的货币包括新西兰元和智利比索，这两国的货币深受本国对华贸易关系的
影响。在欧洲，瑞典、挪威和波兰的货币受到了欧洲经济困境的沉重打击。

并非所有货币都在贬值。投资者对乌克兰新总统的改革承诺表示欢迎，推动乌克兰格里夫纳成为全球表现
最佳的货币之一。在动荡的市场和贸易战中寻求庇护的投资者纷纷涌入日圆和瑞士法郎，不过一些人越来
越担心，这些国家的央行可能不会再容忍本币升值太久。
与此同时，衡量美元兑贸易伙伴国货币汇率的美元贸易加权指数本月创下历史新高。但分析师表示，美元
持续走强增加了美国干预市场以压低美元的可能性，这将是一个罕见举措，特朗普政府此前否认会干预美
元汇率。
道明证券(TD Securities)全球外汇策略主管 Mark McCormick 表示：“贸易战短期内似乎得不到解决，
外汇市场正对这种负面反馈做出反应。”McCormick 称：“现在任何投资都可能让你遭受损失。”
知情人士：香港交易所的收购要约将遭拒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 05:48 英国《金融时报》 菲利普•斯塔福德 伦敦 ， 欧文•沃克 香港报道 ， 丹尼尔•托马斯 ， 康河信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对政治风险和交易结构存在疑虑的背景下，香港交易所 320 亿英镑竞购伦敦证交所
(London Stock Exchange)的大胆提议面临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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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结算所(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周三的主动出价，震惊了伦敦证交所这个伦敦
最显赫金融机构之一的投资者。
伦敦证交所表示，它致力于完成自己的重磅交易：以 270 亿美元收购数据和贸易集团路孚特(Refinitiv)。
接近董事会的两名人士表示，它倾向于拒绝香港方面的提议。
该提议对伦敦证交所股票定价 83.61 英镑。香港交易所在其要约文件中表示，它希望“使亚洲和欧洲两地
规模最大和最举足轻重的两个金融中心强强联合”。
这一收购要约发出之际，无论是全球交易所行业，还是香港和英国在政治上都处于一个关键十字路口。交
易所运营商正日益从核心的交易业务转向提供并货币化处于市场心脏位置的数据。
正在等待股东批准的伦敦证交所收购路孚特交易，已经重振了业内交易撮合活动。那笔交易完成后，伦敦
证交所将处于有利地位，能够抗衡洲际交易所(ICE)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等全球重量级竞争对手。
分析师们告诫称，由于香港目前的社会不安定，传统上阻挠国家交易所之间联姻的政治反对可能会尤其激
烈。
伦敦证交所旗下还拥有多个交易场所和清算所，它们作为全球资本市场的管道基础设施，发挥着重要作用。
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伦敦证交所“是英国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正如你可以预料的，政府和监
管机构将密切关注相关细节”。
以香港政府为最大股东的香港交易所，拟为每股伦敦证交所股票支付 20.45 英镑现金，外加 2.495 股新发
行的香港交易所股票。伦敦证交所股票起初飙涨 16%，随后回落，收于 72.14 英镑，当日上涨 6%。
香港交易所表示，伦敦证交所可以将中国的市场数据货币化，并帮助伦敦对接中国快速增长的国内资本市
场。
如果伦敦证交所接受要约，该交易还将让香港交易所集团控股伦敦交易所持有多数股权的伦敦清算所
(LCH)。
伦敦证交所的前十大股东之一表示，香港交易所“正试图分散投资，缩小他们对中国的敞口，这就是为什
么他们现在发出要约，而不是在 9 个月前发出”。
“股东们不会急于做出决定，因为我们喜欢路孚特交易，”该股东补充说。“如果这是香港交易所的初始
报价，他们会提升 10%，那么问题就成了：伦敦证交所短期股价，相对于五年后如果成功整合路孚特可能
达到的股价。”
由高盛(Goldman Sachs)前银行家戴维•施维默(David Schwimmer)执掌的伦敦证交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份收购提议是“初步且高度有条件的”，但该公司会予以考虑。
收购要约出炉之际，香港政府正在应对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引发了持续数周的大规模抗议
活动，焦点问题是这个英国前殖民地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能够保持多大程度的自治。在英国，随着英国
退欧继续撕裂全国，选民们可能面临一场大选。
如果收购成功，它将是香港交易所史上遥遥领先的最大规模收购，但并不是它首次收购伦敦一家大型金融
机构。 2012 年，它曾斥资 14 亿英镑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L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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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合并将会为往后数十年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重新定调，”香港交易
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Charles Li)表示。“两者的业务均拥有卓越的品牌、雄厚的财务实力和良好的增长
往绩。”
行业/板块
电动汽车主导法兰克福车展
WSJ / William Boston / Christina Rogers 2019 年 9 月 12 日 14:50 CST

欧洲汽车生产商已投入数百亿美元开发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以遵守更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眼下摆在
其面前的挑战是如何销售这些汽车。
大众汽车(Volkswagen AG, VOW.XE)、保时捷(Porsche AG)和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 DAI.XE)旗下的
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都在本周的法兰克福车展上发布了即将上市销售的电动车型。高管们表
示，正在开发更多混合动力和插电式车型，这是让其产品阵容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电气化的举措之一。
然而，由于价格仍居高不下，且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需求不温不火，汽车行业正呼吁欧洲各国政府施以援
手，通过提供税收补贴以及出台监管方面的激励措施，让电动汽车对买家而言更能负担得起，也更具吸引
力。
大众汽车首席执行长 Herbert Diess 说：“电动汽车不会自然而然地大行其道。激励措施将发挥巨大作
用。”这家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商周二发布了名为 ID.3 的新款紧凑型纯电动汽车。
在拥有世界上最严格排放标准的欧洲，电动汽车的销售仍乏善可陈。今年上半年，欧盟市场纯电动汽车和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仅占当地汽车总销量的 2.4%。
从全球范围看，电动汽车的市场也依然很小，但汽车生产商和汽车部件供应商表示，它们几乎别无选择，
只能把大量研究预算转投到电动车型的开发上。
欧洲、中国和美国都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尾气排放规定，如果车企不出售更多电动汽车，它们就难以达到减
少尾气污染物排放的目标。这已促使许多汽车生产商将资金投入电池技术以及路边充电网络的建设，以支
持电动汽车的充电。
以大众汽车为例，为了在德国建一家电池工厂，该公司已向瑞典初创企业 Northvolt AB 投资近 10 亿美
元。
由于对电动汽车的巨额投资，戴姆勒和宝马汽车公司(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AG, BMW.XE, 简称﹕
宝马汽车)等车企的利润已大幅下滑，但这些公司表示别无选择。
宝马汽车首席财务长 Nicolas Peter 表示：“我们不得不投资，在成本的承担能力上我们比其他一些车企
强一些。电动车的开发肯定需要付出代价。”
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 Inc.)的数据，生产一辆电动车的成本通常要比一辆可比汽油
车高出 12,000 美元，至少在未来五年左右两者的成本不可能拉平。大众汽车首席执行长 Diess 表示，每
辆电动车仅电池一项的成本就达到 5,500-7,700 美元。
汽车生产商认识到，如果没有重大技术突破，它们将不得不依靠扩大销量和规模经济来帮助降低价格。
戴姆勒首席执行长 Ola Källenius 表示：“毫无疑问，我们谨记未来多年我们必须降低这些成本。你不能
确切地影响顾客会买什么。”该公司旗下的梅赛德斯品牌本周推出了一款纯电动版旗舰 S 级轿车的概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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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在法兰克福车展上展出的电动车与今年早些时候在底特律和纽约车展的电动车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兰
克福车展上还展出了本田汽车(Honda Motor Co., HMC)的一款掀背车，以及奥迪(Audi AG)子公司、意
大利超级跑车生产商兰博基尼(Lamborghini)的首款混合动力车。在美国的车展上，运动型多用途车(SUV)
和皮卡占据了中心位置，首次亮相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较少。
尽管电动汽车生产商在美国销售更多的电动车型，但许多购车者在汽油价格较低之际购买耗油量更大而不
是更小的大型汽车。
许多最新的电动车型一次充电可以行驶 200 英里（约合 322 公里）或更长距离，这与几年前 100 英里或
更短的里程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例如，新款大众 ID.3 的续航里程最多可达 550 公里（约合 342 英里），
具体取决于电池的选择。
但即便续航里程增加，潜在客户仍担忧电池会在更长的旅程中耗尽电量，并且无法找到地方充电。虽然充
电情况已经改善，欧洲正在建设新的充电站网络，但行业高管和分析人士认为，电动汽车的昂贵价格和围
绕电池续航里程的担忧仍是该行业面对的最大障碍。
中国和美国政府已针对电动汽车购买者提供丰厚补贴，但混合动力和插电式车型的销量在整体汽车销售中
仍只占很小一部分。
保时捷北美业务总裁 Klaus Zellmer 表示，从汽油车转向电动车的心理障碍不太容易克服，部分源于这是
“一种全新的技术”。这家跑车生产商本周展示了新车型 Taycan，这是一款动力强劲的纯电动四门轿车。
这就是为何汽车行业呼吁政府伸手帮一把。
奥迪负责销售的董事 Hildegard Wortmann 称，欧洲仍有相当多的地区无法让司机在路上给汽车充电。
她呼吁欧洲各国政府效仿挪威的做法，该国提供的激励措施包括电动车购买者可享受税收优惠和免费停车，
这使挪威成为第一个触及改变临界点的国家：该国出售的汽车中超过一半是电动车。
Wortmann 说道：“我们需要看看挪威，这个小国家向世界其他地方展示了应该如何做。”
蘋果流媒體服務恐難脫穎而出
WSJ / Dan Gallagher / 2019 年 9 月 12 日 12:45 CST 更新

蘋果公司(Apple Inc., AAPL)即將推出低價電視流媒體服務，這與蘋果的風格十分不符。而實際上該公司
別無選擇。
蘋果周二在通常主要推介今年新產品的發布會上，還宣布了 TV+的定價和具體細節。該服務將於 11 月 1
日上市，每月收費 4.99 美元，不過購買新的 iPhone, iPad, Apple TV, Mac 或 iPod touch 產品，將免費
獲贈一年服務。
這使得蘋果的 TV+服務定價比 Netflix 最低定價低約 44%，比 Disney+的計劃定價低約 29%，後者的低
價策略本身就很引人關注。但其實這幾種服務沒有可比性。Netflix、Hulu 和亞馬遜公司(Amazon.com
Inc., AMZN)等流媒體服務提供自制內容和一系列好萊塢製片公司許可的影視劇。華特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 Company, DIS)擁有業內最強大的影片庫之一，擁有《星球大戰》(《Star Wars》)和漫威
(Marvel)的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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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蘋果的服務僅限於自己的節目。部分內容將於 11 月與該服務一起上市，包括《海王》(《Aquaman》)
男主角傑森·莫瑪(Jason Momoa)主演的科幻劇《See》，以及瑞茜·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和詹
妮弗·安妮斯頓(Jennifer Aniston)主演的連續劇。其他劇集將陸續推出。蘋果製作劇集不惜成本，據《華
爾街日報》報道，《See》每集的製作費用接近 1,500 萬美元。但蘋果進入流媒體領域的時間太晚，讓消
費者花更多的錢購買數量有限而且質量未知的服務，一直都不是易事。
更重要的問題是 TV+會對蘋果整體業務產生什麼影響。低價及第一年免費的策略意味着該業務近期恐難為
蘋果重要的服務業務帶來收入提振。高昂的製作費用也意味着，該業務對服務業務整體利潤率的貢獻可能
微乎其微。服務業務的利潤率通常高於該公司平均水平。
不過與新設備捆綁銷售可能有助於這些產品的銷售，而且如果這些觀眾喜歡 TV+的內容，第一年之後繼續
訂閱，那麼將積累用戶基礎。不管怎樣，蘋果的流媒體服務將需要一段時間來證明其是否是拳頭產品。
趋势、评论
别逗了，港交所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 14:55 英国《金融时报》 Lex 专栏

伦敦投资者周三向香港交易及结算所(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发出了一则信息：“别逗了，
我才不会上当。”从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股价仅 5%的微弱涨幅中，可明显读出这
句不信任。港交所希望以对伦敦证交所企业价值估值 316 亿英镑的出价收购后者。如果这一交易有可能成
功，股价涨幅本应达到港交所出价的溢价幅度——23%。
全球卓越的交易所都是国家级机构，或者至少是城市级机构。收购与合并通常会因此而失败。如今，交易
所集团的真正业务是数据、清算和衍生品，它们的老板在这一点上不应再自欺欺人。英国脱欧让英国政府
陷入了混乱。即便如此，它也不可能稀里糊涂地同意这笔收购。
港交所与中国内地的距离既太近又太远。作为一家总部位于一个麻烦不断的自治地区的大型公司，港交所
更多暴露在中国政府的敌意之下，而非受到其可带来丰厚利润的支持。即便英国不反对，美国也可能以安
全为由反对这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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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交易对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Charles Li)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这桩收购将为东西方之间的资本、信
息和证券交易创造一条新通道。它还将降低港交所负担的中国政治风险。收购回报肯定会高于 2012 年港
交所以 14 亿英镑的过高出价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London Metal Exchange)的回报。
港交所的报价为每股 83.6 英镑，相当于预期企业价值倍数（即企业价值除以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ebitda)）达到 26 倍。但这个价钱支付起来比看上去容易得多。首先是英镑疲软。其次是港交所可以节省
巨额成本。原本打算用于全面改革老旧交易系统的现金，将转而用于收购一家拥有卓越 IT 技术的目标公
司。
但现金支付只占每股出价的不到四分之一。其余部分是价格波动的港交所股票。港交所股票一直依靠大量
大型上市带来的费用收入提振，但香港社会动荡正危及赴港上市。与此同时，伦敦证交所同意以 270 亿美
元收购数据和交易集团路孚特(Refinitiv)，使伦敦证交所股价飙涨。只有在这笔颇被看好的交易流产时，
港交所才有机会出价收购伦敦证交所。
遗憾的是，香港的动荡局势意味着港交所看起来更像个逃难者，而非快速成长的亚洲的守门人。从目前的
形势看，其对伦敦证交所的收购要约没有吸引力。
小视频、大世界——我们怎么认识今天的世界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 03:49 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 张伦 为 FT 中文网撰稿

很久以来便想写篇小文，谈谈我怎么看现在十分流行的小视频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因“抖音”以及类似的
网络产品日益强化，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种信息消费习惯，一种认知世界的途径。
首先申明一句，本人绝不是一个文化上的浪漫的乡愁怀旧者，尽管对文化上蜕变有诸多保留，也不是一个
拒斥技术更新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对那种海德格尔式对技术现代性的批判一直也持有保留。这里，笔者只
想借此文指出一种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在提供给人们一种新的获取信息、认识世界的途径的同时，也可能
带来的认识上的碎片化、片面化的危险，就此做一番提醒。
近几年来，不断有朋友传给笔者许多小视频，长则两三分钟，短则十数秒，在一些微信网络群组里也常见
这类作品。除有些属玩笑之外，好多小视频涉及当今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有的关乎中国，
有的涉及世界，对笔者了解、感认中国与世界也有些帮助，且因笔者人在法国，也收到许多关于当今法国
的这类视频，传送者有时也让笔者就其真伪评论一二。其中，尤其有好些是关于在法国的穆斯林生活状态
的。同时，也见到有好些群组里、网络上一些人在传那些片子。在给朋友们略作解释后，常又觉得不足，
写这样一篇短文，也算是一并略就此再做一个较系统的回复，稍详尽点的说明。
在这些有关穆斯林的小片子中，有一个传播最广，直到前一段仍有朋友来就此询问。那是一个前些年美国
CBN 电视台拍摄的有关巴黎近郊十八区穆斯林当街祈祷的新闻报道。需要说明的是，本人以在法国近 30
年的生活经验，坦白说，从未在任何一个城市见到过这种穆斯林当街祈祷的场面，或许是因笔者的生活节
奏、工作性质，与这种现象没有交错，但从未见过绝对是事实。笔者就此询问一些朋友后得知，那拍摄场
景的场面确有其事，但有几点需要说明的是，那是近十年前的事，当时因该地只有两个小的祈祷场所，导
致一些穆斯林信众当街祈祷，此事也成为法国那时极右派“民族阵线”发难的口实，当时执政的右派政府
也曾就此发布过些关于这些行为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指责。后来因为找到一个较大的旧的弃用消防队场地，
以及又开辟了一个伊斯兰文化中心，个中设立了一个祈祷场地，这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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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问题不仅是巴黎是否存在这种现象的问题，也存在一个如何看待、解释这类片子、场景的问题。
或许传播这小视频的朋友是想以此证明法国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问题的严重性，这笔者暂不去评价，待
以后有暇，专门就此再另详做介绍。笔者写此小文要加以讨论的是与这种小视频相关的一些认识论上的问
题。人的认识具有局限性、主观性，就这点，且不去讲自康德以来哲学上这方面的相关探讨，仅就现代心
理学的研究来讲，也多有说明。如果说法国存在穆斯林少数族群所带来的社会与文化整合问题，包括其中
一些极端分子带来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那是事实，但问题是否就可以等同于法国或者巴黎已被伊斯兰文
化全面占领，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举个例子，华人社群大概是法国、巴黎少数社群成长最为迅速的一个社群之一。20 多年前，外出巴黎，
街头听到讲汉语的人少之又少，中文标识也没有今日如此众多。今日，显然已今非昔比，外出一日，如果
不在街道上碰到几个讲中文的倒是奇怪了。这当然跟中国人与外部日渐增多的交往，到法访问旅游者日多
有关，也与日益增长的华人侨民数目相联。如果我们派一个摄制组跑到巴黎一些华人聚集区去拍摄，然后
展示给一些中国人或者是他国人士，就像七十年代拍摄过的那部法国有名的讽刺喜剧片《中国人在巴黎》
那样宣称“巴黎已被中国人占领”，那显然不是事实。顺便说一句，也曾在网上看到有人截取影片在中一
段在巴黎歌剧院跳《红色娘子军》芭蕾舞的片段来证明红色中国文化在法国当下的影响！这显然是个误解
和笑话。
就中国来讲，笔者也曾看到过一些网络上传播的据说是回民占满街道在上海和西安街头祈祷的影像场面，
我们难道可以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国或某一城市已伊斯兰化了吗？如果外国记者跑去韶山拍摄一些民众崇拜
毛、祭拜毛的场面，然后冠以名称为“中国人疯狂崇拜毛”，相信许多人也不能接受，认为那只是局部甚
至是个别事实。文学地讲，一叶可以知秋，但一叶之落不见得是秋，也不会是秋的全部。中国人因庄子有
了“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之寓，西方人因罗马大学者老普林尼知晓了那只总是面向土地，从未见过
天空色彩的怪兽卡托布莱巴斯（Catoblépas）。从古迄今，智慧的人们多知晓天地辽阔，宇宙浩渺，视
野的褊狭会导致对事务的误判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多倡导广知兼听。但事实上做真做到这一点也确
实不易。八十年代中在北大读研时，学习统计学，书很少，用过一本刚刚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写的统计概
率论论著；名字记不得了，但对那开篇一句“人的认识都是抽样的结果”印象却十分深刻。是的，人的认
识都是依据某种对信息主动或被动的“抽样”结果完成的，因此，样本结构的合理，样本足够的数量，是
保证我们对事物有一个相对更完整、准确的把握的条件。也是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信息开放
的社会对形成一种健康的、宽容的社会心态，对做出真正具有开创性的研究的重要性。即使我们可以认为
某媒体对某事报道不公，但多几个不同的媒体，至少就有更大的可能接近事实真相。
而因现代的技术发展和信息的广泛，今天在这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在司法上，对一些与技
术手段相关的证据都设一些严格的规定，有严格的鉴定过程，何者可以为证据，何者可能为假造。十几年
前，法国电视台 5 台以及后来德法共同创设的电视台“Arté”每周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目“L’arrêt
sur l’image”，笔者有时间会看看。每次由主持者择选几张照片或一段新闻视频进行“解构”分析，看
看那些图像、影片都是在什么背景下，由何人，怎样拍摄的。记得有一次，一个抗议的场景被分析发现，
事实上不外乎几十位抗议者，但因为那摄像的镜头摆设，就给人以众多的印象。就这个问题，去年法国黄
背心抗议运动高潮时，曾有一张在网络上传播非常广的照片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很好的说明：那是一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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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凯旋门、火光冲天、烟雾迷漫的照片，给人以冲突异常惨烈的感觉，凯旋门岌岌可危，但有人（很可能
就是摄影者本人）随后向人们以一张对比的照片做说明，揭开谜底：那只是几枝枯枝被点燃，镜头从贴近
地面斜向上穿过这些燃烧的枯枝拍摄而成，给出那样的效果！
或许，在现代社会，产生一个像传统时代那样确定的认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眼见不见得为实，耳听也
不一定就是虚，认识应该是经过一种审视、批判的过程而达成的，这是一个经过现代认识论革命的现代人
所应有的基本态度、素养，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现代人的标志。就如何对待这些小视频，笔者自己实践的，
也曾是给些年轻朋友建议的做法就是：第一，要有这种审视、批判的习惯，不妨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自问
几个问题——这是谁做的，在什么情景下做的，做来是要干什么的等等。第二，最好有些尽可能多的相关
的背景知识，或许就会对这类作品有个更好的判断。如果从这个标准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上面谈到的那个
小视频的话，可以看到，那是截取于一个美国 CPS 电视台的报道，一家取基督教福音派立场传统的电视
台；我们可以尊重其报道的权利以及所采的立场，再注意其他报道的看法，或许对事情的认识就更全面。
再举两个相关话题的小视频。一个是前些日子网上到处传播笔者也同样收到几次的一个题为“穆斯林巴黎
街头砸雕像”的小视频，笔者非常遗憾，那么多朋友相信此事，乐此不疲地传播，也许是想发泄一下对伊
斯兰极端分子的愤怒。但稍微注意、了解一下背景、细节，大概就不会相信那是巴黎：那画面上赶来制止
的警察根本就不是法国警察，本人从来就没见过穿那种灰色制服的警察；其次，那些愤怒地用各种棍棒抽
打那位打砸裸体女神雕像的极端分子的人们、警察所操的语言根本就不是法语！……以那种天气、人众、
警察服饰来看，很像是东欧的某国——抱歉笔者也不懂那语言，上网查询见到有网友讲是阿尔巴尼亚。如
果愿意谴责这种行为，当然可以继续，但不在法国却是确定的；然而网上还有大量的言论认定此为巴黎街
头的一幕！
另一个例子，巴黎圣母院着火之际，许多人有各种猜测、怀疑，那是每个人的权利，也很正常，这是在这
种事件发生时常常会伴生的现象。但有朋友传给我一段小视频，在圣母院两个塔楼之一上，火灾时似乎有
人在跑动，以此证明是有人为在纵火破坏的证据。那段短篇似乎来自某一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截取。但问题
是，如果我们对圣母院的长度多些知识，对火灾发生的过程多点了解就会知道，火灾发生在圣母院另一侧
顶楼，烟火蔓延到塔楼这边已经是两三个小时之后，现场内外早已清场、控制，重要文物都已转移，纵火
者如何能滞留如此长时间，在塔楼上任意奔跑？事实上，那是消防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控制火势，割离火
向塔楼的蔓延……
这里，有一个让笔者有些困惑的问题。作为知识分子、学者，本应在认识问题上不仅自己应抱更冷静、理
性的态度，也应该引领社会大众更好地理解世界，做分析批判、介绍或者自己去做了解些相关知识背景的
工作，但事实上却好像有些相反，许多人乐此不疲地传递这些小视频。这让笔者想起本人十分尊崇的法国
20 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思想家雷蒙•阿隆曾就法国五六十年代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的认识盲点所说过的话：
“二加二等于四，为什么这些人就不认为是呢？”在批判左翼极端意识形态方面，战后他写过那经典的
“知识分子的鸦片”名著。但笔者想说的是，在意识形态对认识的遮蔽、过滤问题上，是不是这也是一个
永恒的、各种意识形态立场都必须面对、注意的问题？要避免“二加二不等于四”的错误将是一个持久的
努力。人类的激情、偏见、利益或许都会不断遮蔽人们的认识，制造出像卡西勒所说那样向新的神话的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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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所以，在这一点上，启蒙时代的精神去其偏颇之处，依然是宝贵的，我们仍然需要批判的理性与理性
的批判，经过审视检验的知识积累，以支持人生，创造一种更宽容的社会。
我们不必抹煞小视频的功用，但为了不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破碎、支离甚至扭曲，或许，我们在看小视频
时是不是该有点这种意识：小视频是短而小的，世界却是大而复杂的？至少，这是笔者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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