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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焦点
•

当地时间 10 月 15 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一份整体预报预测，至 11 月 7 日，美国预计将有
229000 至 240000 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美疾控中心上一次整体预报于 10 月 8 日发布，当时预计到 10 月
30 日将有 233000 例新冠肺炎死亡。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在美国，目前至少有 217155 人
死于新冠肺炎。

•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欧洲中部夏令时间 10 月 15 日 15 时 53 分（北京时间 10 月 15 日 21
时 53 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8394169 例，累计死亡病例 1089047 例。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 336515 例，死亡新增 5297 例。

焦点
•

周四发布的指导方针显示，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和半导体被列入美国旨在保护的先进技术的新名录上。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公布了这份名录。名录上的技术被认为对军事、情报和经
济利益等国家安全地位至关重要。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这份名录将附有一份报告，为政府机构提供如何
防止这些技术落入中国等外国对手手中的具体指导方针。

•

Tesla 將 Model S 最便宜的版本起售價降至$69,420 美元

•

通用汽车股价刷新日高，该公司获得进行无人驾驶汽车测试的许可

•

通用汽车将于下周二推出悍马电动车，届时这款电动车将在多个媒体、社交媒体和流媒体平台以及世界职业
棒球大赛上首次亮相

•

美联储理事 Quarles：美联储正深入地研究数字货币。 现在为美联储关于数字货币的工作设置时间表还显得
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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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侠”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将于 11 月份交付/发射一颗卫星，以监测海平面的上升情况，
预计将有助于在 21 世纪避免（至少）数十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

美国房地美公告称，美国 30 年期定期贷款利率均值下跌至 2.81%（上周为 2.87%），创最近约 50 年有数据
记录以来的最低位。在美联储暗示其将维持基准利率在零附近至少直至 2023 年的情况下，抵押贷款利率延
续着 3 月份以来住房市场融资成本的下降趋势。

•

美国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89.8 万，预估为 82.5 万，前值为 8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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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宏观经济
泰国宣布曼谷进入紧急状态
更新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 22:10 英国《金融时报》 约翰•里德 曼谷报道

周四，在警察和士兵驱散示威者之际，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差(Prayuth Chan-ocha)宣布曼谷进入“严重”
紧急状态，这标志着泰国政府开始镇压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
泰国政府在发布于《皇家公报》(Royal Gazette)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采取镇压措施是因为“抗议活动
影响到了王室车队出行”——该车队中载有玛哈•安德鲁•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国王家族成
员——同时也是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考虑。
周三，大约 1 万名反政府抗议者在曼谷的民主纪念碑(Democracy Monument)处集会，并向泰国政府大
楼(Government House)进发，泰国总理占奥差随后宣布曼谷进入紧急状态。在泰国政府办公地点，抗议
者冲破警方路障，包围了政府大楼，并要求巴育政府辞职。
2

当玛哈•哇集拉隆功国王的妻子素提达王后(Queen Suthida)从抗议者身边经过时，这些抗议者还对她进行
嘲笑和奚落。在泰国，奚落王后是一种前所未闻的冒犯行为，因为泰国王室受严格的诽谤法及其他法律保
护而免受公众的批评。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表示，此次抗议活动的其中两名领导人 Anon Nampa 和“企鹅”
arit Chiwarak 已遭到逮捕。该人权组织正在等待确认其他抗议活动领导人的身份。
巴育在声明中表示：“目前看来，各团体已经说服、煽动和实施了一场违反曼谷《公众集会法》的公众集
会，为民众带来了动荡、混乱和无序。”
“有一场活动对王室车队造成了影响。”他补充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严重行为已经影响到了国家
安全，以及国家或个人的生命和财产。”
巴育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时表示，政府是在使用 2005 年紧急状态法所授予的权力。该法案是在今年 3 月
该国开始实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封锁时启用的。
他在声明中补充称，周三的抗议活动违反了法律，并影响到了“抗击新冠疫情措施的成果，这直接影响到
已经处于脆弱状态的泰国的经济稳定”。
社交媒体网站上的视频片段显示，周四凌晨 5 点左右，防暴警察进入抗议区域，迫使示威者解散。
泰国的年轻抗议者从 7 月份开始几乎每天都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巴育辞职、起草新宪法，以及限制王室的
权力和财富。
抗议者举行的一直是和平的抗议活动，但本周二发生了一场冲突。当时，泰国当局在王室车队原定经过的
地方附近驱散了一场示威活动，并逮捕了一些活动参与者。
周三，大批留着平头、身穿黄色衬衫的年轻男子聚集在示威者集会地点附近，抗议者指称这些人是警察。
这表明泰国当局开始对已持续三个月的抗议活动展示武力。
曼谷警方表示，现已禁止五人及五人以上的集会，并警告人们不要再组织抗议活动。
特朗普经济领导力究竟如何？新冠疫情是个分水岭
WSJ / Jon Hilsenrath / 2020 年 10 月 15 日 15:45 CST 更新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主政期间，美国经济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
第一阶段从他入主白宫一直持续到今年 3 月份，在此期间美国经济在就业、收入和股市上都创下了历史性
里程碑。虽然这段时期是否是美国经济有史以来最好的阶段还有待商榷，但正如特朗普已经说过的，对千
百万美国人来说，这段时期无疑是好的，而且越来越好。
第二阶段与新冠疫情一同到来，其糟糕程度也是史上少有。这段时期里，失业的严重程度创下大萧条之后
的纪录，虽然随后迅速逆转，但也只是局部改善，使美国经济的前景特别难以预测。
上述两种经济表现都将成为促使选民在 11 月做出选择的因素。特朗普所面对的现实是：他执掌第一个阶
段时取得的许多成就在第二阶段已经消失殆尽。
特朗普的狂热粉丝和愤怒反对者对他在经济上的成绩各执一词，非黑即白，然而真实的情况并非其中任何
一种。特朗普的反对者声称他的税收政策迎合了富人，但实际情况是，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减少了。少数族
裔在他执政的前三年里是很大的受益者，不过这些群体在过去的七个月里也成了巨大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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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支持者指出，如特朗普所说，经济增速加快了，但升幅并没有达到他预测的水平，也没有以他预测的
方式提速。他重振美国制造业的贸易政策目标在一些蓝领主导的城镇得到了部分体现，但还远未完成，之
后又遭新冠疫情的重挫。
卫生危机拖累经济偏离轨道后，人们也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教训：要想推动经济全面繁荣，最好的方式之一
就是保持扩张。在经济长期扩张的后期阶段，往往会有好事发生，尤其是那些通常落后的方面。3 月份结
束的这轮扩张创下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扩张纪录，这是特朗普与其前任奥巴马(Barack Obama)共同完成的。
这场疫情提醒人们，无论意识形态如何，经济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国领导人所无法掌控的事件的影响。
因此，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如何应对意外干扰是一项关键考验。
特朗普和拜登(Joe Biden) 9 月 29 日的辩论后，《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 NBC News
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特朗普比拜登得分更高，而且整体来说，在这一问题上他的支
持率超过他的对手拜登。另外，盖洛普(Gallup) 9 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6%的美国人表示，他们的生
活比四年前更好，高于里根(Ronald Reagan)或奥巴马连任时的比例。不过，在同一次民调中，特朗普在
处理破坏经济的新冠疫情危机方面得分低于拜登。
白宫预计经济将呈现 V 型复苏，尽管也出现了 K 型好转的迹象，然而家庭和企业的命运分化很大。无论复
苏最终呈现何种形式，美国的复苏都面临着异常高的不确定性和政府债务。
以下是关于特朗普治下经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五个要点：
1.就业情况：疫情暴发前好于预期
在 2016 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几周后，美联储官员聚集在一起讨论新的经济前景评估和利率计划。美联储内
部官员和许多外部预测人士一致认为，当时 4.7%的失业率将降至 4.5%左右，并在可预见的未来稳定在这
一水平。
但实际上到 2019 年底，失业率已降至 3.5%。就业增长速度此前预计将放缓，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放缓程
度低于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平均每年新增 260 万个就业机会，在特朗普任职
的头三年里，每年平均新增 220 万个。
推动失业率下降的一项因素是 2017 年和 2018 年的财政刺激，首先是特朗普推行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下
调，然后是 2018 年 2 月的一项法案，该法案重新设定了共和党人在奥巴马时代要求的支出上限。
特朗普上任之初执掌美联储的耶伦(Janet Yellen)表示：“我记得当时的想法是，经济最不需要的就是大
幅减税和财政刺激。”美联储的担忧是经济可能过热并刺激通胀。结果，通胀率在 2018 年升至美联储 2%
的目标，然后出现回落。包括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在内的长期趋势有助于控制通胀水平，因为这些趋势能够
抑制生产商品的成本。
低失业率产生了连锁效应。工资增长加速，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增加。残疾人士或有犯罪记录的人多年
来第一次看到工作机会找上门。公司转而通过内部培训提供工人所需的技能。
耶伦说：“除非企业真的发现很难招到人，否则很难做到这些。”
随着失业率下降，特朗普经常明目张胆干预美联储的政策，批评鲍威尔(Jerome Powell)的加息举措。鲍
威尔此前由特朗普任命接替耶伦的职位。特朗普向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抱怨称：“我记得
你告诉我他会很出色。”甚至有传闻称，特朗普可能会试图解雇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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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通胀回落后，美联储改变了加息政策。然后，当新
冠疫情爆发时，美联储下调了利率，并启动了向金融体系
注入大量资金的计划。特朗普表示，鲍威尔是他任命的人
中进步最大的。
社交疏离和各州的经济停摆带来的经济损害超过了特朗普
任期头三年经济所获得的益处。失业率在 4 月飙升至
14.7%。
到 9 月份，失业率再度比美联储预期的速度更快下降，上
个月为 7.9%。然而，就业的恢复远未完成。与特朗普上
任时相比，9 月的失业人数增加了 500 万。
2. 增长：来自意外来源的小幅加速
始于 2009 年中（即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扩张在历史上来
看是缓慢的。特朗普说他会改变这种情况。他在 2017 年
发布的首份预算预计，在他的政策下，增长率到 2020 年
将升至 3%，并保持在这一水平。特朗普经常说，这个数
字甚至会更高。
增长率确实上升了，但不是预期的那样。
在奥巴马政府领导下的经济扩张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平均每年增长 2.25%。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在
特朗普执政的头三年里，增长率升至 2.5%。特朗普的顾
问们在采访中表示，奥巴马未能带来通常在经济扩张初期出现的繁荣，而他们帮助在经济扩张末期创造了
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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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驱动力是财政支出。即便是在疫情暴发之前，特朗普当政时期联邦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也已经
高于奥巴马当政时期。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量用于国防支出，不过非国防支出也有所增加。
剔除联邦政府支出的影响，在这轮近 11 年的美国经济扩张周期中，奥巴马当政时期的 GDP 增长速度与特
朗普任内持平。
然而联邦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跟上支出的增速。特朗普曾在任内第一份预算案中表示，经济增速加
快结合财政约束，将带动政府走上预算平衡和联邦政府债务下降之路。但在这轮经济扩张周期的后段，预
算赤字仍在扩大，而在之前的类似阶段预算赤字往往趋向于下降。
特朗普减税和放松监管的目的是刺激私营部门的商业投资和劳动生产率，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在长期内走上
更快的轨道。
从疫情前特朗普治下的经济状况看，没有明显迹象显示美国经济正在步入这一轨道。生产率有所上升，但
与 20 世纪 60 年代、90 年代末或 2000 年代初达到的高度仍有差距。
企业投资走过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企业投资在 2007-2009 年的衰退后一度跳增，然后在奥巴马执政
时期放缓，到特朗普在 2017 年底通过了企业减税法案后，企业投资又再度上升。然后，当特朗普使用关
税工具挑战贸易对手时，企业投资又放缓了。总体来看，在 2008 年后的长期扩张期里，特朗普执政时期
的企业投资增速要比奥巴马时期略慢。
现在，阻碍长期增长回升的另一个因素正在重新显现。出生率下降和婴儿潮一代退休已经在制约劳动力大
军的扩张。
疫情前的那段低失业率时期给经济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因为更高的薪资和更多的机会吸引了新的劳动
者进入经济体系工作。这场疫情扭转了前述成绩。今年春季，有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劳动适龄人口比例
降至 1970 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自那时以来，失去的就业岗位只恢复了不到一半。
随着美国各州关闭地方经济活动，然后以不同的速度重新开放，增长形势已经一团糟。华盛顿开出的救命
药方是进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向家庭、小企业、各州和航空业提供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
特朗普的前经济顾问 Kevin Hassett 称，特朗普在危机时刻跨越了党派界限。他说：“那时，他们一项真
正有效的经济刺激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而此前众议院刚刚弹劾了特朗普。”
即使有了这项刺激法案的支持，到今年夏季，美国商品和服务的产出折合成年率为 19.5 万亿美元，仍比
前一年低了 1.9 万亿美元。本月，多数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私营部门经济学家估计，美国经济要到
2021 年底或更晚时候才会完全恢复运转。
3、赢家和输家：低收入工人和少数族裔既是赢家也是输家
10 年前，Leroy Johnson 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美国联合大陆控股有限公司(United Airlines)从事每小
时 11 美元的客户服务工作。他是一名黑人，单身。那时他开始在纽约一所州立大学进修，但没有完成学
业。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Johnson 在该公司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他从事维护和运营方面的工作，一路晋升，成为驻旧金山的一名经理。在新冠疫情暴发前，他的年薪接近
10 万美元。他说：“当时我的 401k 计划确实不错。”
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前三年里，中位数家庭收入增长，不平等现象减少，黑人贫困率在二战后的记录中首次
降到 20%以下，黑人失业率自 1972 年以来首次低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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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和他的助手们将这些发展列为他最大的成就之一。特朗普经济顾问库德洛(Lawrence Kudlow)称：
“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他说：“富人们做得很好，但不富裕的人表现最好。不管是否喜欢
他，这些都是伟大的经济成就。”
2019 年的收入增幅最大，当时失业率触及新低。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研究商业周期的教授、前奥巴马经济顾问 James Stock 称："在这三年里，
失业率比之前觉得可能的水平低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居然还可以持续运行。”
其中一些趋势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就已开始出现。
例如，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在停滞了十多
年后于 2013 年开始走高。在 1960 年代和 1990 年代
的经济扩张后期也曾达成类似的里程碑。
与美国联合大陆控股有限公司的其他经理一样，现年
33 岁的 Johnson 在疫情来袭和经济扩张结束后，接
受了 20%的减薪。他躲过了一场裁员风暴，并于 6 月
份被告知他将被提升为负责机场运营的高级经理，很
快就能赚到 6 位数以上的收入。
其他许多人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虽然少数族裔和低
技能工人往往会在扩张期的后期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受
益最多，但在经济下滑时，当一些企业解雇最近雇用
的人员时，他们也往往是最先受到冲击的。
9 月黑人失业率为 12.1%，逆转了自 2014 年以来实现
的所有涨幅。没有上过大学的高中毕业生的失业率为
9%，逆转了自 2011 年以来实现的涨幅。

4. 贸易和蓝领就业：一个未完成的项目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尤其是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旨在帮助因来自中国、墨西哥和其他低薪资国家的竞争
而受损的蓝领城镇。
重振美国经济的这一部分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也确实没有实现。
1979 年至 2009 年间，美国制造业裁减了 800 万个工作岗位，超过其工人总数的一半。制造业就业人数
在 2010 年开始温和上升，并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延续了这一势头。
新冠危机将制造业就业拉回与 20 世纪 40 年代相当的水平。
技术和全球贸易的颠覆性力量在上述扩张过程中并没有消失。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在过去两年中，服
务业工人的平均时薪首次超过制造业工人。
自行车行业的情况显示出了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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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从 2018 年开始对进口自中国的自行车和自行车零部件征收不超过 25%的关税。Trek Bicycle
Corp. 在其位于威斯康星州滑铁卢的总部生产定制的高端自行车，价格最高可达 4,000 美元，把该公司位
于中国的低端自行车生产迁到威斯康星州，对 Trek Bicycle 来说没有意义。
Trek 首席执行官 John Burke 说：“为了增加产量，周边得有一个供应基地，但这里没有人生产自行车轮
胎、曲轴、变速器和轮辋。”Burke 还指出：“所有这些零部件都来自亚洲。”特朗普对从中国进口的自
行车征收关税后，Trek 将部分生产迁到了柬埔寨。
贸易本身变成了经济的一个包袱。从 2018 年开始，随
着特朗普关税战的加剧，美国出口增速放缓。美国
2019 年贸易逆差从 2016 年的 4,810 亿美元增长到
5,770 亿美元，贸易逆差表明进口超过出口。
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一方面，
随着全球经济崩溃，出口下滑。
另一方面，导致贸易赤字扩大的还有美国对中国和其
他地方进口电子产品的需求激增，在美国开始封锁措
施之际，这些电子产品成了学校教学和家庭办公的必
需品。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截至 8 月，美国 2020
年的电脑和半导体进口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60 亿美元。

5. 白宫急需：危机管理者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经济衰退往往是由美联储决定加息以对抗通胀导致的。近几十年来，随着
通货膨胀的缓和，经济扩张的另一个威胁出现：意外冲击。
20 世纪 90 年代初，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推高了油价，打击了企业利润和家庭购买力。本世纪头十年，一场
房地产泡沫破裂使银行体系陷入瘫痪。今年则是新冠疫情。
在这种背景下，哈佛大学的 Stock 表示，危机管理的专业能力已经成为衡量经济领导力的重要标准。“扩
张结束的原因通常不是因为持续了很长时间，”他说。“扩张期的结束是因为发生了一些糟糕的事情。要
如何避免那些会引发扩张期终结的事情，那些真正特别糟糕的事件？”
特朗普声称，他对新冠疫情作出了强力应对，他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进行了限制，将呼吸机送到各州，并指
挥制定了一个强大的金融救援计划。而他的反对者则说，特朗普淡化了疫情的严重性，基本上是让各州自
生自灭，并且在民主党人的帮助下才提供了财政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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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人表示，在民主党人担任州长的各州，因停工时间过长而伤害了经济。民主党人则说，在疫情得到
遏制之前，经济无法回到正轨。
在卫生危机期间衡量经济表现的一个方法是与其他
国家进行比较。在增长方面，美国的表现算不上突
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除中国外，所有主要
经济体今年都将出现收缩，中国经济预计将增长
1.9%。IMF 预计，美国经济收缩 4.3%的幅度将与全
球整体收缩幅度一致。IMF 还预计美国的表现将超
过德国、日本和加拿大等一些主要经济体，但逊于
韩国、澳大利亚和台湾等其他经济体。

政府债务方面，IMF 预计 2020 年美国的新增债务负
担从规模上看将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美国联邦债务在特朗普任期内增加了 5.6 万亿美元。
到 2022 年底，美国六年的债务增加规模将超过奥巴
马任期八年内的增加规模。
在特朗普的第二个经济阶段，美国在新冠危机中增加
的债务缓冲了经济下滑。在利率非常低的情况下是可
控的。经济学家称，风险在于债务水平可能阻碍美国
未来的投资能力，阻碍美国经济加快增长。
中外关系
中国美元债券首次向美国投资者开放
更新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 02:26 英国《金融时报》 康河信 ， 托马斯•黑尔 香港报道

北京方面首次向美国买家直接出售美元债券。尽管中美关系紧张，但在中国经济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即 2019 冠状病毒病）中复苏的背景下，中国发行的 60 亿美元债券吸引了创纪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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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该债券交易的银行业人士透露，中国财政部周四发行的数十亿美元债券吸引了逾 270 亿美元的认购，
比去年同等规模的债券发行多吸引了约 100 亿美元认购金。
分析师表示，中国政府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仅数周之际直接向美国投资者开放其债券发行的举措，反映出
人们相信，让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脱钩的呼吁，不会导致任何有意义的变化。
参与此次债券发行的银行业人士表示，美国的需求非常强劲，约 15%的债券流向了美国投资者。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中国境内债务资本市场主管塞缪尔•菲舍尔(Samuel Fischer)表示，此次债券
发行“受到美国境内实际货币投资者的强烈欢迎”。德意志银行参与了此次债券发行。
与以往发行债券不同，中国此次的美元债券是在 144A 和 Reg S 双规则下发行的，首次使美国机构投资者
有机会买入中国发行的美元债券。
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考虑到美中关系下的总体市场背景，没有多少人想到中国会采用 144A 规则。”
但这位银行业人士补充称，中美之间的摩擦“完全”不影响美国买家（包括一只美国养老基金）的需求。
银行业人士们指出，在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的反弹强度比其他地区都大，这是中国美元债券受到热捧的
原因之一。参与此次债券发行的另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这是投资者群体对（中国经济）复苏表现出的
信心。”这位人士补充称，“美国投资者在中国债券发行中的参与度丝毫没有减少”。
与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相比，中国债券的高收益率也吸引了投资者。中国发行的债券品种包括 3 年期、5
年期、10 年期和 30 年期，票面利率分别为 0.40%、0.55%、1.20%和 2.25%。这使得中国 10 年期债券
的收益率比同期美国国债高出约 0.5 个百分点。
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打压加剧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则将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归咎于中国。
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亚洲宏观策略主管张淑娴(Frances Cheung)表示，此次债券发行表明，北京方面
认为，限制美元融资渠道“不太可能成为华盛顿方面的政策选择”。
瑞银资产管理(UBS Asset Management)亚太区固定收益主管海登•布里斯科(Hayden Briscoe)表示，这
些债券将有助于为炼油企业中国石化(Sinopec)和中化集团(Sinochem)等也以美元借贷的中国企业“设定
基准”。
他表示：“这些企业的许多开支皆以美元计价，他们在美元市场上借贷，以配合这些开支。”
他补充称，这些债券能从强劲的需求中受益，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具有稀缺性。他表示：“它们的发行量很
少，而且它们适合主权财富基金类的买家——它们往往会很快消失。”
中国此次债券发行的其他承销商包括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花
旗集团(Citigroup)、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大通(JPMorgan)。
拜登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涉华信息
更新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 19:40 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 曹辛 为 FT 中文网撰稿

因为当前特朗普的麻烦，其连任美国总统的机率已经广受质疑，国际舆论开始给拜登未来的政策以更多的
篇幅了。而在外交方面，中国在拜登未来的外交政策中是至关重要的。
10 月 13 日，香港《明报》发表题为“拜登重塑外交同盟的两大误区”的社论，其中透露了大量的相关信
息。这些信息的核心意味着：即便拜登上台执政，中国外交也仍然不会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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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些亚洲盟友实际上赞成特朗普外交政策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盟国和部分友邦对特朗普当前的对华政策居然是赞成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9 月在《外交政策》撰文警告拜登圈子里的人说：美
国的亚洲盟友实际上是“对拜登或胜选悄感焦虑”的，尤其是日本和印度等重要伙伴。原因就在于地区内
的许多官员对特朗普强硬对华政策日益感到相对安心；而拜登上台，则可能反而令他们回想起奥巴马任内
对北京的“软弱和没有目标”。因此，拜登在印太地区将会面临“信用难题”的问题。
同时，香港媒体的社论还引述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即：美国的这些伙伴不得不承认，在自己的国家利益面
前，它们最后只能选择与美国合作。因为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不会选择中国和俄罗斯，甚至不会选择欧
盟，因为欧盟的军事实力相对软弱，无法担任保护者的角色。因此，美国与这些盟友在处理军费分担等方
面仍有不小的余地，适应力很强。最后的结论是：美国在与盟友关系的回旋余地上，实际上是很大的。
有鉴于此，一部分国际舆论的观点认为：外界夸大了特朗普外交政策对美国盟友关系的破坏程度，而且特
朗普对一些盟国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的”，例如对德国的指责和施压。
最后，据说是拜登头号外交幕僚的布林肯（Tony Blinken）日前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披露的一个重要信息，
以及美国前驻港总领事包润石对盟友重要意义的观点，都很能说明问题。
布林肯透露，拜登执政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特朗普将我们（美国）置于的‘战略赤字’——特朗
普藉着削弱同盟、放弃美国的人权价值观和贬低美国民主制度……”包润石则认为：同盟有助于巩固美国
制订规则的领导地位，那些规则不但华府必须遵守，“也包括新兴大国如中国”。就这些内容看，前者令
人想起当下美国操作的西藏、新疆、穆斯林和香港等议题，意味着这些问题在拜登接任后依然是中美关系
的重要外交议题。后者则不禁让人产生更多联想：几年以前，中国领导人就主张，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要
更多地参与制定规则。而盟友的协助在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这对中国无疑也很有启发。
上述观点当然包含了政治上支持和反对特朗普人士的观点，可是其中的几个问题却是客观存在的，将对拜
登产生深刻影响，并继续对未来中美关系构成巨大压力，那就是：实行强硬的对华外交政策，重视民主和
人权在美国对华外交上的重要性，重视盟友并领导建立国际规则等。
拜登下一步与中国博弈并不难
回顾特朗普上台以来的情形，如果拜登赢得此次大选上台执政，把盟友紧紧团结在美国周围遏制中国并不
困难。美国只要做到以下几点即可，至少在亚洲国家是如此：
首先，美国重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回顾特朗普上台以来与亚洲主要盟友关系恶化的过
程，第一件事就是特朗普宣布退出 TPP。这件事对亚洲国家、尤其对当时一门心思要遏制中国的日本安倍
政府打击最大，彻底破坏了特朗普在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信誉。当时亚洲国家普遍的看法是：在如此大
的问题上特朗普完全不考虑盟国的利益，美国很难再被信任了。因为当时奥巴马和日本一心建立 TPP 的动
机，实际上是利用中国因为客观条件无法遵守很多 TPP 规则的现实，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事实上的、至少
是部分的软脱钩，从而借此拉开自己和中国的发展差距；与此同时，美国利用自己巨大市场的吸引力，搁
置 WTO 而另建一套发达国家的世界市场规则，把亚洲国家紧紧团结在自己身边。客观地讲，至少亚洲的
几个主要经济体会紧跟美国。这一做法的厉害之处在于：用规则说话，让中国无可奈何，可谓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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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拜登执政并带领美国重回 TPP，通过上述方式，与中国经济事实上实现软脱钩，在经
济上遏制中国，继而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不困难。若如此，一切对中国实力心怀恐惧的亚洲小国
都会如上述新加坡专家克拉布特里所言：“感到安心”。至于那些在领海、领土上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则
更是会有了底气，因此它们大多会坚决支持美国，美国同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矛盾将会得到很大缓解，他们
还会一致团结对外。
同时，美国继续对中国保持强硬。拜登可以继续特朗普操作的西藏、新疆、穆斯林和香港等议题；也可以
和台湾继续发展除了建交之外的一切双边关系；南海问题上要求中国非军事化、拆除军事设施等等。在经
济上则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开放市场、国企等议题上做出大踏步让步。这些措施无疑会受到世界主要发
达国家的一致拥护，届时拜登政府的盟友将会不少。
就目前来说，除美国以外，亚太（印太）地区的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新加坡两国无疑会坚决支持上
述做法；东盟部分国家可能不便明说，但实际上会支持；韩国在香港问题上就事实上支持美国等国家。至
于即将要和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欧洲，在明年默克尔自德国总理和欧盟轮值主席国领导人位置上双双
退休后，上述积累的问题都会爆发出来，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对华关系无疑也将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而
拜登只需尊重欧盟，适当照顾其利益即可。
上述这一切态势已经初步成型，如果拜登当选，就看他是否利用这一点了。对中国来说，不要四处出击恐
怕是最关键的，这方面，一战以来的正反经验教训并不遥远。
大中华地区
台湾老牌私企控制权之争引发对大陆渗透担忧
更新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 03:22 英国《金融时报》 席佳琳 台北报道

一场围绕台湾最老牌私营企业控制权的争夺战，正迫使当地监管机构在确保台湾商界的公司治理，与阻止
北京方面渗透台企董事会之间做出平衡。
在一场定于 10 月 21 日举行的临时股东大会上，一群维权投资者计划罢免大同公司(Tatung)董事长林郭文
艳。大同的事业版图极为庞大，从处理政府信息系统横跨到制造电饭煲。
大同公司于 1918 年由林郭文艳丈夫的祖父创建，对她来说这场是一场个人斗争。但对台湾监管机构来说，
围绕这家丑闻缠身的亏损企业的争斗代表了一个困境。
大同管理层表示，召开股东大会的部分投资者或是大陆人，或是有大陆资金支持。该公司警告称，如果这
些投资者获得控制权，那么该公司为台湾政府管理的敏感数据将面临风险。但台湾政府已准许这场股东大
会继续进行，这与过去类似情况下的做法不同。
“这次股东大会可能导致管理控制权的变化，而一旦控制权发生变化，损害将是不可逆转的，”70 岁的
林郭文艳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我真诚地恳求我们的政府，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
中国大陆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威胁如果台北无限期拒绝服从北京的控制，中国将使用武力。近年
来，台湾政府越来越担心大陆试图通过虚假信息、个人关系和投资来渗透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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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大同以建筑业起家，当时台湾还是日本的殖民地。1962 年，该公司成为第一批在台湾证券交易
所(Taiwan Stock Exchange)上市的公司之一，业务范围遍及钢铁机械、家用电器、能源基础设施和数据
管理系统。
该公司复古造型的电饭煲和电扇一直受到热捧。但大同陷入了困境，报告去年营收 354 亿元新台币，亏损
91 亿元新台币（合 3.16 亿美元）。过去 10 年中该集团有 9 年处于亏损状态。
林郭文艳的丈夫、前大同董事长林蔚山去年被判入狱 8 年，罪名是挪用公司资金，并让大同的资产负债表
背负债务，以帮助一位朋友的生意——林蔚山本人投资了这位朋友的生意。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外国投资者还是在四年前开始购买大同的股票。自 2016 年 9 月以来，台湾金融监督
管理委员会（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简称：台湾金管会）发现一位中国建筑业大亨曾三次
尝试秘密入股大同，最近一次购入了大同 18%的股份。
根据台北地方法院 8 月份的判决，台湾商人郑文逸与这位大陆大亨合作购买了大同股份。裁决还点名了两
家参与这些交易的投资集团，它们是该公司最大股东之一，曾对林郭文艳的管理控制权提出质疑。郑文逸
已表示将对炒作股票的判决提出上诉。
去年 7 月台湾金管会表示，这位中国大亨已按命令出售了其股份。
但大同对此表示怀疑。林郭文艳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卖出近
18%股份意味着 90 亿元新台币。如果当时有这笔出售，至少从交易量就能看出来。但当时没有大的交易
量。”
台湾商人郑文逸仍是大同的十大股东之一。在今年 5 月提交给台湾金管会的诉状中，该公司指控那位中国
大亨通过外国托管银行账户持有 23.6%的股份。据大同表示，与郑文逸有关联的方面控制着 10%的股份。
台湾建筑业大亨王光祥(Wang Kuang-hsiang)控制着另外 11%的股份。王光祥已承认他此前曾向那名中
国大亨借钱。
“这些参与者一直都一起投票，”林郭文艳表示。大同一再敦促台湾金管会进行另一项调查。她说：“我
们只在 5 月份收到过一个回复，说如果事实如我们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将依法处理此事。”
台湾金管会周二表示，已发现另一家陆资投资者非法持有大同 5.9%的股份。该监管机构表示已对这位投
资者处以 2500 万新台币的罚款，并命令他在 6 个月内出售股票。
郑文逸和王光祥均未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林郭文艳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原因是她在三个月前的大同年度股东大会上阻止她的质疑者投票。
台湾政府支持的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ce and security Research)的分析师曾
怡硕表示：“此案提出了公司治理与国家安全之间的一个两难问题。鉴于大同为政府管理电子文件系统，
如果有陆资支持的投资者获得管理控制权，可能存在风险。但这不能成为公司管理层的保护伞。”
台北正采取行动加强对大陆投资者的控制。但金融专家表示，这些提案不足以阻止大陆的秘密投资。
国立交通大学(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金融监理与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林志洁
(Carol Lin)表示：“最令人头疼的是，我们的监管机构在此类案件中缺乏刑事调查权力。”
台湾监管机构很少能确定托管银行账户的最终受益人，一些未申报的中国大陆投资就使用了这类账户。
“没有此类证据，你就不能以国家安全为由干预市场交易，”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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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韧经济支撑人民币走强
更新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 12:50 Enodo Economics 首席经济学家 黛安娜•乔伊列娃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 2004 年无疑是对的，当时这位时任美联储(Fed)主席将预测汇率比作
预测抛硬币的结果。但有时你可以看出硬币是有偏见的：就人民币而言，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因素表明，未
来几个月人民币将继续升值。
全球疫情没有赢家这回事。但是，在掩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 2019 冠状病毒病）在武汉
的最初爆发、犯了一些糟糕错误之后，中国比大多数国家更快地控制了病毒，这要归功于严格的封锁措施。
其结果是，中国经济出现了 V 型复苏，最近的人民币走强反映了这一点。
北京方面对人民币保持着严密的控制，过去可能会有诱惑通过操纵汇率走弱来加速复苏，但这次没有。
中国出口商受益于世界其他地区对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医疗用品的旺盛需求。数以百万计被迫在家工作的
人用中国制造的部件升级了他们的电脑和家庭娱乐系统。中国经常账户盈余飙升，这为人民币提供了支撑。
但汇率走弱不会对中国的增长产生太大影响，原因有二。首先，全球总体需求受到抑制，因为抗击疫情的
限制措施仍然存在。其次，大多数中国出口合同都是以美元计价的。
中国对这种对美元的依赖越来越不满，并热衷于推动人民币的更多跨境使用。人民币疲软将向可能考虑增
持人民币——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动荡之际——的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发出错误信号，从而破坏这一战略
目标。
中国还对一种新的数字货币寄予厚望，希望这种目前正处于高级试验阶段的货币将被其他国家采用。保持
对“模拟”人民币的高度信心，将是赢得外界接受数字人民币的关键。
人民币走强还服务于另一个重要的战略目的：吸引外资。今年，海外资金一直在涌入中国资产市场，尤其
是因为中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约为 3%，令发达经济体的收益率相形见绌。此外，领先的债券和股票指数提
供商已将中国纳入其主要新兴市场基准指数。
北京决心不破坏这一趋势。它需要外国资本来帮助清理多年来由于政府指导的不计后果的刺激计划而积累
的巨额坏账，并帮助发放贷款的银行进行资本重组。
中国还在争取外国人（以及他们的钱）帮助中国金融市场专业化。目标是改善资本配置，开发长期养老金
和保险产品，为储户提供一种替代房地产投机或银行存款微薄回报的选择。
因此，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的资金流入看起来是有利于人民币的。此外还有国内政治背景。
明年 7 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共领导人已指示不遗余力地保持股市（今年
迄今已上涨 10%）和人民币在庆祝活动前的强劲势头。
鉴于许多中国人仍将美元/人民币汇率视为信心的晴雨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希望人民币持续下跌破
坏他的大日子。
中国人民银行(PBoC)上周六取消了 2015 年为阻止拙劣的小幅贬值引发的人民币大规模抛售而出台的一项
紧急措施，这表明了中国央行的信心。中国央行取消了对外汇远期合约 20%的准备金要求。外汇远期合约
用于押注人民币走势。
此举推动人民币汇率周一下跌 0.9%，至 1 美元兑 6.754 元人民币，但这一下跌不太可能让中国央行感到
不安，后者可能希望放缓人民币的升值步伐。上周五，人民币汇率飙升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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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格林斯潘所说，外汇市场是不可预测的。不能保证北京会一直好运，人民币也远未成为避险货币。尤
其是政治事件可能会让人民币波动剧烈。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明年 7 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很可能更接近
1 美元兑 6 元人民币，而非 1 美元兑 7 元人民币。
金融市场
恒大处境突显亚洲离岸美元债市场风险
更新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 12:50 英国《金融时报》 桑晓霓 报道

上月末，市场对于中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商恒大(Evergrande group)的担忧蔓延开来，而让一些投资者感
到安慰的是恒大的庞大规模。
即便在中国这种规模的经济体中，恒大仍然属于巨擘。恒大也是一家积累了巨额债务的公司，其截至 6 月
底的借款总额约为 1200 亿美元。
对很多中国分析师来说，这让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公司“大到不能倒”。恒大与中国的银行和金融体系如
此紧密地交织，如果恒大债务违约，将对中国经济构成更广泛的巨大危险。这不仅仅是恒大借款规模巨大
的问题。该公司的债务被广泛持有，通过理财产品由影子银行流通到散户手中，还驻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
表上。
多年来，中国一直努力让本国银行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敞口，控制住影子银行体系，并确保负债过多
的企业减少债务。然而，鉴于对银行、对宏观经济甚至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任由恒大像雷曼(Lehman)那
样破产是无法想象的。
“恒大的庞大规模和巨额债务意味着它的破产将对中国构成系统性风险，”龙洲经讯(Gavekal)分析师表
示，“该公司‘大到不能倒’的地位显示出政府面临的权衡。政府一方面试图向开发商施压，要求其整顿
财务，同时又要避免会在中国经济内引发连锁反应的违约。”
上月末，一封信开始在网上流传，信中显示恒大请求政府提供帮助，以避免潜在的现金短缺。这动摇了市
场对恒大的信心。接着恒大股票和债券出现剧烈波动，随后该公司愤怒否认称这封信为捏造，同时发出一
系列声明，这才帮助稳定了市场交易。
“影响不大，”一家大型跨国银行的分析师指出，“最初出现过一些抛售，但市场很快反弹。一个原因是，
市场预期银行将继续提供支持，尽管一些银行正缩减支持力度。
然而，恒大离岸债券的投资者应保持警惕。澳新银行(ANZ)估计，恒大的大部分风险实际上不是在中国内
地累积的，而是在离岸美元债券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国内地房企发行垃圾级债券进行融资不需要中国政
府的批准，在该市场 2700 亿美元的未偿还债券中，它们占到 2100 亿美元。
在发达国家央行将利率降至零的情况下，这个市场对发行者和投资者而言都变得特别有具有吸引力。穆迪
投资者服务(Moody 's investors Service)的数据显示，该市场今年第二季度债券发行规模放缓至 120 亿
美元，但第三季度飙升至 320 亿美元，而让投资者感到放心的条款或合约达到有史以来最低。
澳新银行驻新加坡的欧文•加利莫尔(Owen Gallimore)表示，恒大是亚洲高收益美元债券市场唯一的最大
发行者，发行规模为 230 亿美元。
“我们认为恒大具有系统重要性，但仍然可能对（离岸）债券持有者不利，”他表示，“债券持有者没有
抵押品。他们处于危险的境地。中国从一次又一次债务重组中学会了对债券持有者更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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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一个同行的故事就体现了这种风险。2014 年底，中国内地中型房地产公司佳兆业(Kaisa)的最高层卷
入一桩涉及深圳当地政府官员的腐败丑闻。该公司被勒令冻结房地产销售的消息导致该公司股票和债券重
挫。
据当时与佳兆业关系密切的一位人士透露，最终银行家出手相救，他们警告当局称，如果该公司无法产生
现金流来向银行偿还贷款，他们将不得不减记贷款价值。这进而将削弱银行发放信贷以保持经济增长的能
力。政府随后放松对佳兆业的限制。
然而，次年 4 月，佳兆业离岸债券违约，这是中国房地产公司首次违约。这场痛苦的清算在当时被视为中
国房地产行业巨额债务不可持续的证据。受此挫折后，佳兆业在市场上实现戏剧性反弹。如今，在由中国
房地产开发商主宰的亚洲离岸美元债券市场，佳兆业是最大的发行者之一。此外，佳兆业刚刚发行一笔定
价极具竞争力的永续美元债券。
“市场继续向前，”加利莫尔表示。但投资者要当心——风险没有消失。
行业/板块
台積電再上調產業及公司產值展望，全年資本支出維持不變
作者 Atkinson | 發布日期 2020 年 10 月 15 日

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 15 日召開 2020 年第 3 季線上法說明會，總裁魏哲家表示，在武漢肺炎疫情帶動數
位轉型加速來臨的情況下，對於產業及公司的營運展望再度上調，預期也將帶動整體半導體產業的景氣變
化。至於，之前外資曾經表示，面對市場對半導體需求強烈，台積電可能再度上調 2020 年資本資出的看
法，台積電則表示，2020 年將維持之前上調的 170 億美元金額。
台積電 2020 年第 3 季財報繳出營收金額達到新台幣約 3,564.3 億元，優於預期的成績，且毛利率維持高
檔的 53.4%，營業利益率也同樣達到亮眼的 42.1%，紛紛超越先前的預估。對於這業的成績，台積電歸
功於 5G 智慧型手機、高效能運算和物聯網相關應用所驅動對於先進製程、特殊製程之強勁需求。而總裁
魏哲家也表示，受到疫情衝擊所帶來的數位轉型加速情況，讓依賴包括 5G 智慧型手機、高效能運算和物
聯網等相關應用的數位轉型狀況加速推動。所以，在看好未來市場需求的情況下，台積電 15 日在法說會
再度上調產業及公司的營運展望。
魏哲家強調，2020 年不含記憶體的半導體產業產值預計將成長 4%~6%，晶圓代工產值則是預估成長近
20%，相較上一季預估 2020 年不含記憶體的半導體產業成長，將較前一年有持平到小幅成長的表現，而
晶圓代工產業則將較前一年成長 14%~19%，本次預估值小幅成長。另外，台積電因為在先進製程技術維
持產業領先地位，加上 5G 手機、高效運算需求動能強勁的情況下，客戶紛紛看好相關終端應用的前景，
使得先進製程需求預估 2020 年以美元計價的營收金額將較前一年成長 30%。這數字相較之前預估 2020
年營收以美元計價將有 20% 成長，有不小調升。
資本支出方面，台積電之前上調 2020 全年資本支出，由之前 150 億至 160 億美元，提升至 160 億至
170 億美元後，市場原本傳出本季可能再度調高全年資本支出的消息，台積電最後表示，2020 年資本支
出估仍維持最高 170 億美元。
另外，有法人詢問階段市場擔憂供應鏈調整，將可能會有重複下單而引起庫存風險升高的狀況，台積電方
面如何因應一事，魏哲家回答指出，當前市場客戶的庫存雖維持高於季節性水位的情況，但是在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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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數位轉型，並創造許多半導體相關需求的情況下，對這樣的情況不需要過度擔心。而且，在市場需求
增溫的情況下，預期接下來兩年的訂單將能快速消化庫存的狀況，消除相關市場的憂慮。
至於，針對台積電先前已經向美國商務部申請的華為出貨許可，魏哲家僅強調目前已經按照法令，目前已
經沒有對華為出貨，其他則不進行評論。不過，魏哲家則是表示，在第 4 季出貨中完全沒有華為訂單的情
況下，預估仍然會有季成長 2%~4%。而針對近期以 8 吋廠為主的產能供不應求狀況，將造成可能相關價
格上漲的的問題，魏哲家也表示。台積電與客戶為緊密的夥伴關係，因此在此時刻將不會對客戶進行漲價。
而在先進製程的發展進程上，魏哲家也強調都按計畫進行中。其中，5 奈米製程已經量產，6 奈米製程
2020 年底放量，4 奈米製程 2022 上半年量產，3 奈米製程 2021 年風險試產，2022 下半年量產。
苹果公司希望凭藉新款 5G iPhone 扭转在华颓势
WSJ / Dan Strumpf / 2020 年 10 月 15 日 16:05 CST 更新

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正在其第二大市场中国奋起追赶，通过推出其首款支持 5G 的 iPhone 手机，
该公司寻求改变在华销售不理想的局面。中国本土竞争对手目前占据了这一市场的主导地位。
苹果公司首款 5G 手机在中国的推出晚于对手, 中国本土品牌早已提供一系列支持 5G 的设备，可使用中国
已投入运营的 5G 网络。 新款 5G iPhone 的推出，正值中国经济在遏制了新冠疫情后比全球其他地区更
快反弹之际，但也正面临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环境，在这个背景下一些中国消费者在技术领域的民族
主义情绪正日益高涨。

对苹果公司来说，最关键的战役在高端智能手机市场，苹果公司曾经统领过这个市场，但最近几年落败于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
苹果公司在周二推出了能够连接超高速 5G 网络的四个版本的 iPhone 12。新设备采用了旧款的设计，价
格与去年的 iPhone 11 大致一样，不过较小尺寸的、5.4 英寸屏幕的 iPhone 12 Mini 在美国的起售价为
699 美元。
周三，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家苹果商店，新款 iPhone 还没有展示，也没有贴出任何宣传海报，当时距这款
新手机接受预定还有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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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一些中国消费者还是表示，他们对苹果的第一款 5G 手机感到兴奋，并表示他们觉得美中贸易
紧张局势不会影响他们的购买决定。

27 岁的 Zhefan Shen 称，他认为这次影像功能的整体升级相当明显。Shen 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
最近使用的是中国国产品牌手机。他在看了 iPhone 发布会后表示，打算买个 iPhone 12 Mini。他说，他
是一个坚定的小屏爱好者。
分析师表示，苹果在 5G 手机市场姗姗来迟的另一个影响是，中国 iPhone 铁粉被压抑的需求等待释放。
Wedbush Securities 估计，明年约有 20%的 iPhone 手机更换将来自中国。
投资咨询公司 BDA China 董事长 Duncan Clark 表示，发布会之后，“我们一定会看到”iPhone 销量大
增。
多年来本土竞争对手一直在蚕食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不过根据市场追踪机构 Canalys 的数据，尽
管中国整体智能手机市场出现萎缩，第二代 iPhone SE 的推出对苹果公司上半年出货量的提振达到 14.1%。
今年上半年，苹果大中华区营收下降了 3.1%，至 188 亿美元，而同期总营收为增长 5.5%。
一个令苹果担忧的趋势是，其在中国高端手机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根据 Canalys 的数据，在 600 美元及
以上的高端智能手机市场，2017 年苹果公司以 86%的份额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华为的份额只有 5%。但
到 2020 年上半年，华为占据了这一市场近一半的份额，而苹果的份额已经下降到 42%。
Canalys 分析师贾沫表示："在中国的高端机市场，只有两家厂商：苹果和华为。"
华为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推出最新旗舰设备 Mate 40，可能会在短期内进一步刺激销售，不过随着美国对华
为的限制措施发挥作用，这一提振效应可能会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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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之际面临挑战。美国政府已将包括华为在内的数十家中国公司列入出口
管制实体名单。最近特朗普政府又对中国热门应用出手，包括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0700.HK, 简称﹕腾讯)的微信和字节跳动(Bytedance Inc.)的 TikTok。作为应对，中国政府威胁发布自己
的不可靠实体清单，以打击美国科技公司。
28 岁的自由译员 Allegra Li 生活在中国中部城市长沙，她是苹果的忠实粉丝，Li 称，受中美摩擦影响，她
的许多朋友都已改用华为手机。
Li 称，虽然其中一些人以前都非常喜欢苹果手机，但现在他们都尽量使用华为手机。
但对于 Shen 来说，中美之间在科技上的小摩擦与他无关。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消费者，就算我少买这一部苹果设备，也不会对大局势产生什么影响，"他说。"我只
想用得开心就好"。
不过，苹果在中国可谓根基深厚。该公司非常依赖中国大型电子工厂来生产 iPhone 和其他设备。苹果设
计中国版的应用商店是为了取悦北京，这种做法激怒了一些倡导自由言论的活动人士，但分析师表示，此
举帮助苹果在中国生存下来，而其他美国科技巨头已经撤出了中国。
“这是一家很善于应对地缘政治变化的公司，”BDA China 的 Clark 谈到苹果时表示。“如果该公司（在
中国）倒下了，或者被拿下，那将是美中关系真正破裂的迹象。”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分析师 Neil Shah 表示，苹果公司在中国仍然拥有稳定的忠实粉丝，新款
iPhone 具有 5G 功能，而且价格亲民，他们很可能会蜂拥而至。
“除了苹果”，市场上的其他厂家都有 5G 手机了，Shah 称。“现在苹果有了 5G 功能，对该公司将非常
有好处。”
趋势、评论
民族主义：认识美国过去四年的钥匙
更新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 12:50 美国西东大学教授 汪铮 为 FT 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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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四年美国发生了什么？ 世界又发生了什么？在纷纷扰扰的大变局和大混乱之中实际上有一条清晰
的主线，那就是唐纳德•特朗普所领导的美国新民族主义运动。
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四年前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大选，取得了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权。四年来，特朗普的内
政改革受到了民主党和两党建制派的强烈阻击，但在外交上却得以展开空前的大调整、大实验。一个民族
主义的超级大国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民族主义总是需要敌人的，这也是中美关系在过去四年经历了空前巨变几乎陷入“新冷战”的深层次原因。
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特朗普的连任似乎已是探囊取物。但是，新冠病毒给各个国家带来了大考
验和大暴露，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认识到特朗普及其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本质和真相。某种程度上说，
11 月 3 日的大选投票将是美国人民对特朗普民族主义的一场公投。
要想认识特朗普民族主义运动是如何兴起的，我们需要回到 8 年前的 2012 年。在那一年的大选中，奥巴
马轻松击败了实力雄厚的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2012 年大选的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一个事实，真正把奥
巴马留在白宫的是所谓的“无知少女”：民主党在无产者（穷人）、知识分子、少数族裔和女性四个板块
的人群中获得的明显多数支持，是奥巴马获胜的关键。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社会和人口构成发生巨变的
情况下，这次大选表明民主党的社会和人口基础已经超越了共和党，民主党开始展现出具有在美国长期执
政成为“天然执政党”的前景。
实际上，相比发生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的右翼保守民族主义运动，特朗普所领导的美国新
民族主义运动是迟到和滞后的。究其原因，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经历了民权运动之后美国社会形成了体
制化的族群平等机制和对外来移民的相对友善的政策，而且这些已经成为了美国既成社会规范的重要部分。
但是，美国社会中对移民和与此相关的社会福利政策的不满早已在蓄积，工业“锈带”地区对全球化和制
造业外移的反对也一直存在，但是，碍于表达规范方面的“紧箍咒”，共和党的政治人物们从来没有找到
把这些不满表达出来的有效方式。长期以来，民族主义在美国也如同一句“脏话”是负面的，政治家们一
般都避之不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房地产商和真人秀明星特朗普横空出世了。他通过社交媒体和大型集会用直白的
语言和对所谓“政治正确”无畏无惧的态度打破了沉闷的政坛，成功发起了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他曾经在
一次集会上毫无顾忌地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有问题吗？我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没
有错，就用这个词。”在他的鼓动下，过去被压抑的各种情绪和不满被释放出来，展现出超出想象的能量。
这场民族主义运动立刻改变了 2016 年大选的主轴，特朗普不仅获得了大量过去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白人蓝
领阶层的狂热支持，也获得许多对民主党社会福利政策不满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他的反移民政策甚至获得
了许多华裔和拉美裔新公民的狂热支持，因为这些人担心更多的移民涌入将势必加重中产阶级的赋税，并
会对治安和社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华裔民众对子女教育高度重视，因而对民主党的教育平权改革非常不
满。用“逆天改命”来形容特朗普在 2016 年的竞选表现并不夸张。特朗普为共和党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赢回了执政党地位。
担任总统之后，特朗普清楚地知道他是被这场民族主义运动送入白宫的，这是他力量的来源。他知道追随
者的期望，“我不会让你们失望”成为他四年来讲的最多的一句话。他深知他不仅是总统，更是这场运动
的“教主”。这就是为什么在 10 月 4 日，身染新冠住在医院的特朗普执意决定要出门和在医院外聚集的
20

支持者致意。当他的车队经过时，一个支持者激动地大叫：“我愿意为他去死，高兴地为他去死，谁想找
他的麻烦先来找我，他是我们的英雄！”这样的表白早已超越了民众对总统的正常情感，而是信徒对教主
的爱戴。这就是认同的力量，是民族主义特有的激情。
但是，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四年来，追随者的期待实际上也成为了特朗普政府最大的包袱，在某种程
度上，特朗普被他的信徒们绑架了。在 2016 年，特朗普的主张主要是集中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内容，但这
四年来，他更多地滑向了种族民族主义，白人至上成为他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内核，以此来呼应他最为狂热
和坚定的支持人群。他的许多行为和政策都是为了迎合这个群体的喜好。这个群体不喜欢戴口罩，作为
“教主”的他于是也就充硬汉不戴口罩，这个群体反对隔离封闭，于是他也反对。在对待病毒和口罩的态
度上这个群体很像一百多年前中国的义和团，相信病毒是属于其他种族的，自己则刀枪不入，百病不侵。
反智已经不足以解释这种把病毒“他者化”的现象，这是极端民族主义影响下的特殊认知。把新冠病毒称
为“中国人病毒”则是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是对美国文明的亵渎。
大灾大难往往以人们想象不到的方式暴露一个社会和一个政治领袖的真相。美国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为发
达的国家，也理应是具有高度科学精神的国家，但是，举国的精英们瞠目结舌地目睹了他们的联邦政府和
总统在疫情期间的种种匪夷所思的反智和反科学行为。戴不戴口罩成为了政治选择，不戴口罩的白宫于是
成为了病毒的聚散地，从总统到众多文武高官都前仆后继。
全世界于是目睹了 2020 年的美国悲剧——很多人无法相信也难以理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其中
固然有西方社会具有的普遍性文化、社会和经济因素，但是，相比其它欧洲发达国家在疫情中的表现，让
人格外吃惊的是美国有一个特殊因素：一个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和他的被民族主义情绪支配的支持者。民族
主义让人们情绪激动，失去理智，丧失常识，缺乏反省。民族主义是这次美国抗疫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
当然，一报还一报，失败的抗疫也重创了特朗普的连任选情。
无论 11 月 3 日的结果如何，特朗普的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并不会就此终结，但是，一旦失去了总统职位，
这场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势头必将受到极大的抑制。因此，这场选举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将会决定这场声势
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前途。
对于世界而言，过去四年是特朗普的宏大实验，其中的一个实验就是：当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是一个民
族主义者以及当一个国家被民族主义情绪所裹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世界已经又一次知道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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