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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电池级碳酸锂

万￥/吨

30.65

5.45

30.65

23.60

6.26

19.62

18.15

中国

工业级碳酸锂

万￥/吨

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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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5

21.74

5.79

17.99

17.31

中国

电池级氢氧化锂

万￥/吨

22.95

4.85

22.95

19.28

5.15

18.25

17.84

中国

钴现货

万￥/吨

49.80

27.90

49.80

48.23

30.69

42.76

39.45

中国

三元材料 523

万￥/吨

26.05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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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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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中国

铜现货

万￥/吨

7.71

5.73

7.01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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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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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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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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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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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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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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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吨

1221

523

701.5

661.5

910.05

569.6

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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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0/2021

疫情焦点
•

根據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的數據，近期有大約 24% 的美國醫院報告了“嚴重的人員短缺”。公
共衛生專家警告說，由 Omicron 變種引發的新冠病例激增正在威脅到美國的醫療保健系統。布朗大學公共
衛生學院院長 Ashish Jha 博士週日告訴媒體：“考慮到近期的感染數量，我們的醫院現在真的處於崩潰邊
緣。”週六（1 月 8 日）
，共有大約 5,000 家醫院向 HHS 報告相關情況，其中近 1,200 家表示，他們目前
正面臨嚴重的人員短缺。另有其他 100 多家醫院表示，他們預計下週會出現人手短缺。新冠病例數飆升，
許多一線醫護人員因新冠暴露而被感染或被迫隔離，這些原因正在讓人手短缺問題持續惡化。為了保障醫院
的容量，一些醫療機構正被迫削減擇期手術。例如，紐約州衛生部門週六表示，由於病床容量不足，當地已
有 40 家醫院被告知在至少兩週內停止非必要的擇期手術。

•

據悉，Omicron 新冠病毒變種推動整個加州的新冠感染率急劇上升，日前洛杉磯縣達到了新高。根據洛杉
磯縣公共衛生部的新聞稿，該縣週六報告了過去 7 天中超過 20 萬例確診病例，這是自大流行開始以來一週
內的最高病例數。該部門表示，住院人數也在一週內翻了一番，達到 3,200 人。

焦点
•

美联储周一（1 月 10 日）
，逆回购工具使用规模为 1.560 万亿美元。

•

苹果公司：APP Store 开发者们在 2021 年产生超过 2600 亿美元收入，创 2008 年成立 APP Store 以来最
大年度收入，较之前一年增长大约 600 亿美元。

•

【市场预计美联储 3 月份加息概率近 90%，2 月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交易火爆】 大量资金投入美国短期
固定利率市场，因为交易员认为美联储在 3 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加息的预期概率为 86％。在此之前，包括高
盛在内的一些银行策略师调整了预测，预计美联储今年会加息四次。交易员正在追随这些预期，涌入 2 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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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未平仓合约因此激增。截至上周五收盘，该合约的未平仓头寸数量超过 20 万份，
名义价值超过 1 万亿美元。这在截至 2023 年 6 月的所有期限中是是最多的。该合约将于 2 月 28 日到期，
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因为它是美联储 3 月 16 日利率决策前到期的最后一个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
•

摩根大通 CEO：美国消费者的开支比新冠疫情前多 25%。

•

必和必拓提出申请，要求解除智利铜矿的禁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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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宏观经济
美俄会谈周日开启，西方考虑可能的对俄制裁
WSJ / William Mauldin / Michael R. Gordon / Timothy Puko / 2022 年 1 月 10 日 15:00 CST 更新

在拜登(Joe Biden)政府和美国盟友本周开始与俄罗斯就有争议的问题举行会谈之际，据知情人士透露，
西方官员正考虑，如果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他们将采取重大的金融惩罚措施和有针对性的技术制裁，但可
能避免实施广泛的能源和银行制裁。
美国官员表示，为了促使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缓和局势，拜登政府还准备讨论限制在欧洲部
署的中程导弹，以及对等限制欧洲大陆的军事演习范围。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周日表示。“一条是对话和外交，目的是试
图消除一些分歧并避免对抗。另一条是对抗，如果俄罗斯再次侵犯乌克兰将面临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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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知情人士称，如果普京出兵乌克兰，美国官员已在考虑采取措施限制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或将俄罗斯驱
逐出以美元计价的国际金融体系。不过，官员们和分析人士表示，这些措施可能使已经在高通胀中挣扎的
美国消费者面临更高的能源价格，此外还会对与俄罗斯有较深贸易和金融联系的欧洲经济体造成伤害。
ClearView Energy Partners LLC 的能源分析师 Kevin Book 表示：“强力围堵俄罗斯经济会让西方国家
面临困境。”他说这就好比一个卡通人物站在一根树枝上，却把这根树枝从树干上砍下来。
知情人士称，因此，美国也在考虑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设置出口壁垒，阻止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
购买含有一定比例美国成分的产品，还有就是防止莫斯科方面获得用于飞机、消费电子产品等诸多领域的
尖端微芯片。他们表示，尽管 2020 年美国对俄罗斯的出口总额仅为 49 亿美元，但如果像对古巴那样对
俄实施出口管制，或者像对中国那样对俄实施半导体相关限制，将会让俄罗斯付出经济代价，并损害其旨
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努力。
布林肯和其他美欧高级官员没有公开详细说明潜在制裁的范围，部分原因是不愿把底牌亮给俄罗斯。
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表示，与莫斯科方面的高级别会谈定于周日晚间开始，届时布林肯的副手温迪·舍
曼(Wendy Sherman)、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Sergei Ryabkov)以及双方的军事官员将在日内瓦举行
工作晚宴。周一，这些官员将就广泛的战略安全事务举行最新的美俄会议。
一周世界舆论聚焦：哈萨克斯坦“宫廷政变”的结局
更新于 2022 年 1 月 9 日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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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世界舆论的最新焦点之一，便是热闹了几天的哈萨克斯坦的动荡，在俄罗斯的出兵下，目前局势得到
初步平息。
上周这场动荡的真正核心是：由哈萨克斯坦民众抗议能源价格暴涨开始，很快就发展成该国统治阶层内部
的争斗，即该国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现任总统托卡耶夫之间的内斗，最终普京在两人中选择了后者，而
后者通过“集体安全组织”的平台呼吁其派兵维护秩序，于是结果就没有悬念了。
但该事件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这场斗争没有结束，老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虽已丢权，但他的势力还没有肃
清；其次，中国无论在地缘政治还是经济关联上，与哈萨克斯坦都关系密切，但中国至少目前无法掌控局
势。特别是，中国很可能因为这次哈萨克斯坦内斗，面临未来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
民众诉求与宫廷政变
目前哈萨克斯坦内部的局势，实际上是从民众抗议能源价格上涨开始的，最后终结于哈萨克斯坦顶层内斗
中一方的暂时胜利。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失败者一方的权力基础还没有得到清除。
1 月 1 日开始，哈萨克斯坦能源涨价，因而引发民众抗议。刚开始托卡耶夫态度温和，承诺降价，甚至承
诺降价至低于涨价前的价格，同时他解散了政府。但在局势未能平息后，他即刻以现任总统名义控制首都
兵权，迫使 2019 年退休后仍然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纳扎尔巴耶夫让出这一职务，由他本人担任。
他还逮捕了纳扎尔巴耶夫的亲信、情报机关负责人马西莫夫，并控制了这一部门。在控制了首都局面后，
他即刻邀请“集体安全组织”出兵哈萨克斯坦维护秩序，于是局面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托卡耶夫作为纳扎尔巴耶夫指定的继任者和密友，之所以如此快地与老总统反目，一般认为原因是：他认
为“在失业、生活成本以及与纳扎尔巴耶夫密切相关的精英阶层疯狂腐败的普遍愤怒中，与纳扎尔巴耶夫
连在一起是有害的。”CNN 上周介绍说，托卡耶夫已经意识到纳扎尔巴耶夫的遗产是好坏参半的。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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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当首都为纪念纳扎尔巴耶夫而更名为努尔苏丹时，他成了抗议的对象。本周，托卡耶夫停止使用
这个名字。
托卡耶夫与纳扎尔巴耶夫反目的另一个原因是：俄罗斯的支持。
12 月 28 日，托卡耶夫和纳扎尔巴耶夫同时在圣彼得堡会见了普京以及其他前苏联国家的领导人。据消息
来源说：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显然关系紧张。但克里姆林宫已经发出了一些信号：俄罗斯方面强调普京和
托卡耶夫之间的双边谈话；在与普京的合影中，托卡耶夫也站在俄罗斯领导人旁边。
另外据 CNN 报道，自 1 月 5 日以来，普京一直定期与托卡耶夫通话，但克里姆林宫对与纳扎尔巴耶夫的
任何接触，都只字不提。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对于哈萨克斯坦的民众来说，亲俄以及俄罗斯军队长期驻扎该国，是否受到欢
迎和拥护？这和维稳是两回事，至少不完全是一回事。而据了解，不少哈萨克斯坦人对俄罗斯军队的到来
“非常生气”。
第二，今天哈萨克斯坦的年轻人是在经济停滞、贪污盛行中成长起来的焦躁不安的一代人，而胜利者托卡
耶夫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压制和维稳，而不是开明和发展经济，这种做法未来还会出问题的。
最后，纳扎尔巴耶夫虽然下台了，据说正在莫斯科治病，但他的家族对哈萨克斯坦身价数十亿美元的寡头
们仍然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些寡头控制着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天然气行业以及大部分银行业，并在海外
藏匿了数十亿美元。这些人是否接受、如何接受当前的新秩序？这是这个国家未来稳定的关键。
局势不在中国控制中
哈萨克斯坦局势对中国来说，完全不在中国的掌控中，而且后遗症显而易见。有两点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其一，被推翻的纳扎尔巴耶夫和马西莫夫，是绝对的亲华派。马西莫夫曾经在中国的武汉大学和北京语言
大学读书；纳扎尔巴耶夫实际上是主张在中俄之间实行平衡外交的。现在两人都不在了，而且俄罗斯军队
控制了这个国家，起码暂时如此。
其二，哈萨克斯坦是中国陆上能源的最重要通道，除了和俄罗斯的通道外，哈萨克斯坦这条线最重要，而
战略意义如此重大的陆上能源通道，当然不应该只有俄罗斯那一条，现在的问题是，这条线很可能被俄罗
斯控制。
以上两点对中国来说，将导致对外来的不确定。这正好映证了彭博社的分析：普京闪电般出兵，在不到一
天内就协助扭转哈萨克的局势，这向西方国家发出了一个信息，即普京将坚定捍卫他认为属于自己的版图。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上周五向托卡耶夫致口信时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势力破坏哈萨克斯坦的稳定与安全，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蓄意在哈萨克斯坦制造动荡。
习近平还说：无论遇到什么风险和挑战，中国都是哈萨克斯坦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倚重的伙伴。中国愿尽己
所能向哈萨克斯坦提供必要支持，帮助哈萨克斯坦渡过难关。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给哈萨克斯坦的任何领导人在中俄之间实现平衡的机会和空间，包括一切资源，
恐怕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4

欧洲央行官员：绿色能源政策将推高通胀
更新于 2022 年 1 月 9 日 15:21 英国《金融时报》 马丁•阿诺德 法兰克福报道

欧洲央行(ECB)一位执行委员警告称，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很可能会使能源价格在更长时期保持高企，并
可能迫使欧洲央行比原计划更快撤销刺激措施。
欧洲央行负责市场操作的执行委员伊莎贝尔•施纳贝尔(Isabel Schnabel)表示，从化石燃料向绿色低碳经
济的转型计划“对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构成可衡量的上行风险”。
欧元区经济从新冠疫情反弹后，能源价格急剧飙升将去年 12 月的通胀率推高至 5%，创下欧元区历史新
高。但欧洲央行预测能源价格上涨将会消退，并承诺将其超宽松货币政策至少再维持一年。

然而，施纳贝尔上周六通过视频连线在美国金融协会(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年会上表示，绿色
能源转型的通胀影响可能会迫使欧洲央行重新考虑这一立场。
“在某些情况下，各国央行将需要打破一个普遍共识，即货币政策应该看透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以确保
中期价格稳定，”施纳贝尔表示。
欧元区 19 个国家的能源价格 12 月同比上涨 26%，接近 11 月创下的历史新高。这位欧洲央行执行委员表
示，去年该地区天然气价格屡创历史新高，推动批发电价在 11 月达到每兆瓦时 196 欧元，接近疫情前平
均水平的四倍。
“尽管在过去，能源价格往往会在快速上涨后快速下跌，但加大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可能意味着，化
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不得不保持高企，而且如果我们要达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还将不得不继续上涨，”
施纳贝尔表示。
两年前加入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的这位德国经济学教授，已成为对该行庞大债券购买计划——自七年前启
动以来已积累起 4.7 万亿欧元的资产组合——最直言不讳批评的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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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欧洲央行对高通胀担忧做出回应，宣布将“逐步”把资产购买规模从去年的每月 900 亿欧元到今年
10 月减少至每月 200 亿欧元。但其他大型央行——包括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和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正在更快收紧政策，而批评人士称欧洲央行也应该这样做。

施纳贝尔概述了“货币政策需要改变路线的两种情形”。一是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导致消费者预期通胀
将持续保持高位，造成上世纪 70 年代那种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但她表示，“到目前为止”，工资和工
会要求“仍然相对温和”。
第二种情形是如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如碳税以及针对更高能源成本补偿较贫困家庭的措施）被证明加
大通胀压力。她表示，近期一些研究似乎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
同为欧洲央行执行委员的该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Philip Lane)似乎不同意这种评估。他在上周五
对爱尔兰公共广播机构 RTE 表示，尽管能源价格不断上涨是“一个重大担忧”，但“今年的上涨空间较
小”，他有信心认为“供应将发生转变，总体压力今年应该会缓解”。
与多数央行一样，欧洲央行对持续的价格上行压力感到意外。上月，它将欧元区今年的通胀预期大幅上调
至 3.2%，同时预计明年通胀将回落至 2%的目标水平下方。
但施纳贝尔表示，这一假设“来自期货曲线”，这些曲线显示能源价格不会加剧未来两年的整体通胀。她
补充说，“这些估计可能偏向保守”。她表示，只要油价保持在 2021 年 11 月的水平，就足以让欧洲央
行在 2024 年达到其通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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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財報季來了 美債殖利率上漲對股市衝擊多大？
2022/01/10 經濟日報 編譯林聰毅／綜合外電

金融市場本周將進入美股財報季，一般預料去年第 4 季的獲利將不如前三季。投資人也關心美國聯準會
（Fed）可能提前升息將推 升公債殖利率飆升，進而可能澆熄投資人的風險胃納 。此外，哈薩克的動盪局
勢不僅使地緣政治風險重新受到關注，也間接衝擊比特幣價格。
以下為路透整理本周須關注的事件：
美股財報季來了
美國企業獲利大增，協助推動標普 500 指數去年勁揚 27%。隨著未來幾天美企財報季開鑼，企業去年第 4
季可能很難複製前幾季的表現。根據路孚特 IBES，標普 500 指數成分股公司第 4 季獲利將躍增 22.3%，
表現雖仍強勁，但不如前三季。
摩根大通、花旗集團和富國銀行等華爾街大型銀行將率先公布上季業績，投資人急於了解通膨走勢、各公
司是否認為去年推動物價上漲的供應鏈瓶頸將在未來幾個月內得到緩解，以及對 2022 年的預測。今年標
普 500 指數的獲利增幅預料會由 2021 年的 49.7%放緩至 8.4%。
公債殖利率會漲到多高？
對美國這個全球最大債券市場來說，2022 年第一周的交易並不沉悶。美國短期公債殖利率飆升至 2020 年
初以來最高，10 年期公債殖利率上漲超過 20 個基點。德國公債殖利率升至負 0.06%，正逐步逼近零。從
英國到澳洲，主權債的借貸成本均處於數月高點。
傳遞的訊息很明確：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比預期更早到來，而且是由美國打頭陣。除非經濟數據或央行說
法與此背道而馳，否則 10 年期美債殖利率可能很快會升抵 2%關卡。
北京防疫趨嚴恐引發供應鏈緊張
在中國大陸，儘管中新冠確診病例並不多，尤其是感染 Omicron 變種病毒者，但隨著下個月北京冬季奧
運即將到來，北京當局力行清零政策，並正迅速採取更嚴格防疫措施。例如，西安已經封城兩周多，中部
各地也在相繼實施嚴格限制規定。山西省永濟市 1 月 6 日要求全市 40 萬居民全部居家、禁止外出。
在大陸將在本周三公布 12 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之際，這些防疫措施可能這項數據顯示通膨進一步降
溫變得沒有實際意義，尤其是萬一這些防疫措施再度引發全世界供應鏈緊張。
哈薩克局勢波及商品市場
哈薩克最近發生的抗議活動，是獨立 30 年來最嚴重的暴力事件，增添當地爆發衝突的憂慮。俄羅斯再度
扮演了關鍵角色，一般認為，克里姆林宮部署軍隊是在進行一場豪賭，目的是為確保俄國在這個中亞石油
和鈾生產國的利益。
整個商品市場都遭到哈薩克的波及，俄羅斯盧布匯價也受到壓力。俄羅斯繼佈重兵於烏克蘭邊界之後再次
成為國際關注焦點。哈薩克暴亂的結果還不清楚，但市場與投資人將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釐清相關地緣政
治風險和外交合縱連橫的影響。
比特幣大跌 前景堪憂

7

在經歷了瘋狂的 2021 年後，比特幣在進入 2022 年第一周後舉步蹣跚，而且後市可能變得更糟。哈薩克
的抗議活動致使該國網絡中斷，衝擊境內排名全球第二的加密貨幣挖礦業，導致比特幣網路運算力急劇下
降。衡量比特幣網路處理能力的哈希率（hashrate）下降，理論上可能會打擊其價格。
比特幣上周跌破 41,000 美元，摔落去年 9 月底以來的谷底，美聯準會的鷹派跡象又加劇市場的不安。有
些人認為，比特幣將進一步滑落至 30,000 美元區間，加密貨幣投資人將尋找比特幣可以擺脫困境的跡象。
大中华地区
台湾举行军事演习，以震慑中国潜在入侵行动
WSJ / Joyu Wang / 2022 年 1 月 10 日 14:55 CST 更新

楼下的街道硝烟弥漫，一名台湾士兵躲在二楼的窗户后面，用突击步枪瞄准四名正悄然走过一块红豆刨冰
广告牌的士兵。
一阵枪炮声划破了天空。当军事演习的硝烟散去时，一名士兵瘫软地躺在人行道上，彷佛是真正的战争牺
牲品。
“我们要老共再三思考，你有没有那个决心、有没有本事，断一只手或断一只脚。”在台湾国防部政治作
战局工作的孙立方上校事后对一位目睹这一幕的记者说。
上周四在台湾南部城市高雄举行的巷战演习是台湾陆军、空军和海军为期三天的一系列演习的内容之一，
其中更邀请台湾当地和国际新闻机构的 60 多名记者到场采访，作为针对北京的强化威慑行动的一部分。
过去一年中，中美关系日趋紧张，这让台湾的自卫能力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华盛顿与台湾建立了更密切
的关系，将其视为对抗中国在该地区野心的战略堡垒，不过，美国的军事规划人员对台湾应对中国潜在入
侵的准备情况提出了疑问。
中国共产党视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且不断声称要取得台湾控制权，必要时将使用武力。中共一直在加大
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包括派遣数百架次军机绕台飞行。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复有关台湾演习的置评请求。北京方面称其出动飞机是对台独势力的警告。
去年 10 月，台湾国防部长告诉立法委员，台湾的军队面临着几十年来最严峻的挑战，预计到 2025 年，
中国将具备以最低成本全面攻台的能力。
面对解放军庞大得多的军事力量，台湾历来以从美国购买昂贵的武器作为回应。周三，媒体记者受邀到嘉
义附近的一个军用飞机场观看台湾空军最近升级的 F-16V 喷气式战斗机模拟对中国战机入侵的紧急反应，
这里展示了台湾从美国购买的部分武器。
台湾 F-16 战斗机飞行员少校颜祥陞回忆起两个月前他在一次任务中拦截一架中国歼-16 战斗机时称：我
们的安全部队一天 24 小时都在运作。有时我们会在半夜或清晨起飞。他说，通常每个训练日战斗机飞行
员花在空中的时间长达半天。
有台湾和美国的军事分析人士批评，台湾军方应运用自有资源来提高自身对抗解放军优势力量的不对称作
战能力，而非把钱花在 F-16 战机等夺人眼球的采购上。
台湾上周四展开的城镇战演习表明，台湾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即如果中国通过空军和海军作战实现两
栖登陆，台湾将在岛内与中国士兵展开近身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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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军方官员表示，城市战已成为台湾军队训练的一项关键内容。在相关演练中，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在一处仿拟台湾街道搭建的训练场内进行了长达 20 分钟的模拟近身格斗，训练场以简单的混凝土建筑物
组成，挂着银行、药店和珍珠奶茶店的简易招牌。
高雄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参谋长何华兴上校称，陆军以前有时会给士兵配漆弹枪，但这种枪精确度不足。
自 2019 年以来，台湾采用了一套价值数以千万美元计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他表示，这套系统极大
地提高了陆军训练质量。
这套新系统将步枪空包弹与先进的游戏激光标签一起使用，用来模拟近距离战斗场景。通过在所有士兵的
军服中嵌入多个传感器，该系统可以相对准确地模拟战场伤亡情况。美国也在使用此系统。
孙上校说，为中国的入侵进行训练需要应对大量的不确定性。解放军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就没有打过
仗，而台湾军队上一次经历重大冲突还是在 50 年代。其他陆军军官说，除此之外，台湾复杂的地形和人
口稠密的城市给训练带来了巨大挑战。
这些军官说，军队计划扩大城市作战训练计划的范围，包括在未来几年扩大训练设施。
演习于上周五结束，当时台湾海军的两艘自制军舰在北部港口基隆水域附近航行了一个小时。
海军人员展示了舰艇上的水雷和反舰导弹。军事分析人士称，台湾需要大规模部署这类非对称武器以抵御
中国的入侵。
何上校说：“仗在哪里打，我们就在哪里练。”他表示，这些都是他们因应敌情去做的一些训练。
金融市场
印尼表示 可能最快周二恢復煤炭出口
2022/01/10 經濟日報 編譯陳家齊／綜合外電

印尼政府官員在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表示，最快周二（11 日）將恢復煤炭出口，為需煤孔急的亞洲太平
洋國家紓解壓力。
印尼海洋事務與投資統籌部長 Luhut Binsar Pandjaitan 接受 CNBC 訪問時表示：「最快在今天或者明天
結束時，我們就能看到一些運煤船離港。」
在今年 1 月 1 日，由於印尼的國營電力公司 PLN 發現煤炭庫存已銳減至歷史新低，印尼緊急暫停煤炭出
口，導致煤價過去一周來猛烈飆漲，日本、南韓與菲律賓都呼籲儘快解除出口禁令。儘管 PLN 已經表示
存煤量警報已經解除，印尼政府卻以還有其他方面需要考量，尚未放行煤炭出口。
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萩生田光一向印尼政府反映說，一些日本公司已經把煤裝好上船就等出港，希望印尼至
少先開放讓這些煤船離港前往日本。
升息趨勢有利銀行業，美銀行 ETF 今年已漲 10%
作者 MoneyDJ | 發布日期 2022 年 01 月 10 日

市場預期美國聯準會（Fed）將升息，料在 3 月啟動升息循環。隨著升息趨勢確立，高估值科技股及其他
成長股遭投資人無情拋售，股價集體走弱。相較之下，大型銀行股表現強勢，2022 年新年剛開始，就迎
來強勁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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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 報導，2022 年才過了 5 個交易日，Invesco KBW 銀行業 ETF 股價已大漲 10.14%，遠優於大盤標
普 500 指數同期挫跌 1.87%。KBWB 成分股包含美國銀行、富國銀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團等重量級銀
行。
對銀行股投資人來說，本週銀行財報齊發值得關注。摩根大通、花旗和富國銀行將在 1 月 14 日公布財報，
向投資人揭曉第四季業績表現，以及對 2022 年的預測與展望。
投資銀行巨頭高盛將於 1 月 18 日發表財報。摩根士丹利、美國合眾銀行及美國銀行也將在 1 月 19 日發
布財報。
報導指出，升息趨勢有利銀行業，原因是在升息環境下，銀行的放款利息收入隨之增加，有助於提高銀行
獲利能力。但前提是，利率上升速度不能過快，以免影響民眾對房貸、信用卡和其他貸款的申請意願。
受惠股市交易熱絡，加上 2021 年掀起一波併購和 IPO 狂潮，華爾街大型銀行明顯受惠，擔任承銷商的投
資銀行荷包滿滿。分析師預測，摩根大通 2021 年全年每股盈餘，可望寫下近 70%的驚人成長率。
2021 年第三季，摩根士丹利總營收 147.5 億美元，擊敗市場預期的 140 億美元。主要歸功於投資銀行
（Investment Banking）業務營收激增 67%，達到創新高的 28.5 億美元，證券（Equity）部門營收也大
增 24%至 28.8 億美元。
能源价格上涨利空股市
更新于 2022 年 1 月 9 日 23:21 MoneyWeek 主编 梅里恩•萨默塞特•韦布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担心通货膨胀吗？你不是一个人。荷兰全球人寿(Aegon)本周的一项调查显示，64%的人担心“通胀不断
上升对他们财务状况的影响”。
企业也（非常）担心：英国商会(British Chambers of Commerce)最新季度报告显示，59%的企业预计
未来 3 个月价格将上涨；66%的企业表示，通胀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两个数字都创下了历史新
高。
原因是什么？约 30%的公司表示，薪酬协议是部分原因（我们可能认为这是好的通胀！），但 94%的公
司将其归咎于原材料（不好的通胀）。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能源价格有关：世界各地的天然气批发价格都在飙升——英国的天然气批发价格是一年
前的 5 倍，这将损害每个家庭的现金流。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估计，2020 年，平均每个欧洲家庭在电力和天然气方面的支出约为 1200 欧
元，而按照目前的批发价格计算，到 2022 年底，这一数字将升至 1850 欧元，增幅为 55%。
明年的情况不太可能大幅好转。能源价格将继续上涨。为什么？因为太多的政府在可再生能源上步伐太过
超前——认为我们可以以比实际能做到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的话）快得多的速度淘汰化石燃料，转
而使用极不可靠的可再生能源。
这是一种脱碳冲击——一位基金经理告诉我，这种冲击最终造成的痛苦，甚至可能不亚于上世纪 70 年代
欧佩克(Opec)造成的石油冲击。这或许会让你对环保人士感到愤怒，他们提前了 10 年迫使企业对化石燃
料撤出投资，并主张对能源账单征收令人痛苦的环保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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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有一些令人宽慰的地方，比如欧盟承认天然气和核能必须成为能源转型的一部分，这一承认迟来总比
没有好。但至少就目前而言，价格将继续上涨。摩根大通(JPMorgan)分析师表示，这是一个简单的供需
问题——一如既往……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方面的投资大幅下降——新项目的资本支出较峰值下降了 75%。但与此同时，全球对
热能能源的需求总体上“几乎没有下降”，而对石油的需求还在不断上升。
摩根大通预计，2022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增长 350 万桶/日，到年底时，全球石油需求将略高于 2019 年
的水平，并达到创纪录的水平。2023 年将再创历史新高——今天的专栏文章中有很多历史新高——恐怕
会出现更多人们不想要的通胀。摩根大通各研究团队预测，2022 年的油价将在每桶 80 美元至 125 美元
之间。世界在能源转型方面的努力显然意图是好的。但良好的意图往往要付出意想不到的高昂代价。这次
也不例外。
然而，尽管人们很容易被天然气账单和汽油价格占据过多注意力——英国政客们急切地为此争吵，几乎忘
记了新冠病毒——但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对你长期财富的影响，可能远大于对你短期现金流的影响。
为什么？因为能源以及将能源转化为商品和服务是大多数经济活动的基础。这就使得它的成本和我们转化
它的效率成为股票市场估值的绝对关键变量。
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查尔斯•盖夫(Charles Gave)表示，人们甚至可以利用油价和标准普
尔 500 指数(S&P 500)之间的关系来预测牛市和熊市。盖夫表示，“美国所有结构性熊市都是在标普 500
指数相对于能源被明显高估时开始的”。
这是 1912 年、1929 年、1968 年和 2000 年的情况。上述每年的估值都反映出投资者低估了未来的能源
成本，因此高估了上市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
那些还不够紧张的人可能还会注意到，除了 1929-34 年的熊市之外，所有这些熊市都是在通胀上升的情
况下发生的，而且“通胀持续多久就会持续多久”。
这是合理的，只要你这样考虑这个问题：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推高了成本，那么企业就无法在不提高价格
或利润不严重下降的情况下快速增加价值或提高效率，以吸收成本。
企业提高价格会造成通胀，并导致需求下降——这无论如何都会影响利润——因此，无论是企业提价，
还是利润下滑，在估值模型中以低能源成本为假设估值的股票，都会开始显得严重高估。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过去几十年，西方的反通货膨胀力量之一，一直是中国出口的廉价商品。这些商
品之所以便宜，部分原因是它们是用廉价劳动力制造的——如今劳动力越来越贵——但也因为它们是用
最便宜的热能燃料——煤制造的。
这也在发生变化。急于减少污染、甚至是脱碳的中国，计划到 2026 年将煤炭占能源结构的比例降至 20%。
当然，考虑到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这一点远不能确定，但你可以看到事情的发展方向。
这里的关键点是，能源价格比你想象的更重要。当能源充足且价格低廉时，牛市就开始了(比如盖夫说的
1922、1949、1982、2010 年)。反之则熊市开始。比如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时。
这对投资的影响显而易见。能源股去年表现非常好。今年它们可能表现同样好。但它们的强势很可能反映
在其他地方的严重疲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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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加息将导致黄金吸引力下降
更新于 2022 年 1 月 9 日 17:38 英国《金融时报》 克里斯•弗勒德 报道

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去年遭遇 90 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这可能预示着 2022 年投资者对这种贵金属
的兴趣将会大幅下降。
这是黄金 ETF 自 2013 年以来遭遇的最大年度撤资规模，分析师现在警告称，黄金市场今年面临更强的逆
风，因为通胀压力将导致利率上升，加上美元走强，预计将会压低黄金价格。
“对美元有利的许多驱动因素——央行收紧政策、美国缩减财政刺激以及实际利率上升——也往往是对
黄金不利的因素，”瑞银全球财富管理(UBS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首席投资官马克•海菲尔
(Mark Haefele)表示。瑞银预计，到今年底，金价将跌至每盎司 1650 美元。
由实物黄金支持的 ETF 目前持有价值 2090 亿美元的资产。这类基金已成为衡量投资者对这种贵金属抱有
什么情绪的关键晴雨表。
摩根大通(JPMorgan)表示，各大央行今年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对黄金将是一个“彻底的看跌因素”，
导致金价在 2022 年期间一路下跌，在最后一个季度跌至平均每盎司 1520 美元。

金价在 2020 年 8 月创下每盎司 2067 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但其站在 2000 美元上方的时间被证明是短
暂的，到年终岁末，金价降到 1806 美元，较峰值下跌 12.6%。
投资者兴趣减弱是拖累金价下跌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对黄金首饰、金条和金币、工业用途以及央行购买
的需求去年均有所上升。但根据行业组织——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的数据，投资者抛售导
致 2021 年由实物支持的黄金 ETF 净流出 173 吨，价值 91 亿美元。
花旗(Citi)大宗商品研究全球主管埃德•莫尔斯(Ed Morse)表示，他预计黄金将面临“更多抛售压力”，这
将导致黄金 ETF 今年进一步遭遇 300 吨流出，2023 年再遭遇 100 吨流出。花旗预测，今年金价将跌至平
均每盎司 1685 美元，然后在 2023 年进一步跌至平均每盎司 15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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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斯表示，对于政府庞大赤字以及公共和私人债务大幅增加应该会支撑金价的论点，他认为有点道理。
但花旗认为，出现新一轮金价牛市、推动金价今年在每盎司 2000 美元上方创下新高的概率仅为 30%。
去年的大部分抛售压力发生在美国，该国的黄金 ETF 净流出 201.3 吨，价值 108 亿美元。2021 年英国市
场也遭遇 28.5 吨的流出，价值 15 亿美元。在成熟度较低的亚洲市场，金价走低在中国推动了 14.8 吨的
ETF 流入，价值 7.865 亿美元。在印度上市的黄金 ETF 也面临需求上升，投资者支出 5.953 亿美元买入
9.3 吨的额外黄金。
管理世界最大黄金 ETF——SPDR Gold Trust (GLD)——的道富(State Street)表示，在中国和印度珠宝、
工业和科技行业黄金需求增加的推动下，预计黄金将在 2022 年恢复其长期结构性牛市趋势。
汇丰(HSBC)资深贵金属策略师詹姆斯•斯蒂尔(James Steel)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一
旦出现升级，或者在乌克兰或哈萨克斯坦发生更多暴力事件，都可能“引发对黄金的避风港需求”。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大型产油国，而油价上涨对金价具有支撑作用，”斯蒂尔指出。
行业/板块
西安封城與 ASML 柏林工廠火災，有利記憶體但衝擊邏輯半導體
作者 Atkinson | 發布日期 2022 年 01 月 10 日

南韓證券公司《NH Investment & Securities》最新報告指出，中國西安持續封鎖加上 ASML 柏林工廠
火災，衝擊半導體晶片生產，但對記憶體市場供需有利，對邏輯晶片則不利。預估美光、SK 海力士等記
憶體企業業績短期內超過邏輯晶片企業。
中國西安因疫情實施兩週封城，南韓三星一座 NAND Flash 晶圓廠及美光一座 DRAM 後端製造晶圓廠員
工上下班交通都受限，晶圓廠生產力受影響。三星西安 NAND Flash 工廠占全球 NAND Flash 產量 15%，
以三星目前 NAND Flash 庫存及通路庫存相對健康來說，因疫情封城預計對 NAND Flash 供需影響將在
一定範圍。庫存逐漸消化後，預計 2022 年第二季開始 NAND Flash 供不應求而漲價的有利影響。
ASML 德國柏林工廠火災事件，雖然儀器和檢測設備未受影響，且深紫外光曝光設備 (DUV) 零組件生產
恢已復，最大衝擊在極紫外光曝光設備 (EUV) 還在修復，EUV 曝光設備的 DRAM 和 5 奈米以下先進半導
體製程邏輯半導體生產將不可避免受負面衝擊。DRAM 市場供應量將減少，下半年 DRAM 價格回升。但
對不能從減產狀況得到好處的邏輯半導體產業來說，會對代工廠等相關企業產生一定衝擊。
奈雪的茶：机器人为你烹制更高级的茶
更新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 00:50 咏竹坊

作者阳歌，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谁需要人？
这是高档茶饮连锁店奈雪的茶控股有限公司（2150.HK）最新业务更新间接传递出的一个信息。与此同时，
该公司正努力应对中国新冠疫情带来的经常性挑战。中国频繁的封锁——最近一次是在西安，对于奈雪的
茶这样的零售商来说尤其艰难。奈雪的茶是在疫情之前火起来的，它每杯价格约 20 元（3.13 美元）的高
档茶饮迅速获得市场欢迎。
投资者似乎乐见这份业务更新。更新包括了该公司如何努力提升档次、摆脱高端茶饮市场上中低端品牌间
无序竞争的信息。奈雪的茶是在上周五收市后发布的更新信息，该股在周一上午上涨了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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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新冠疫情时代，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应该指出，即使经过了这次小幅上涨，该股从去年 6
月在香港上市以来已经损失了近三分之二的价值。该股的暴跌与去年冲击中国科技股的监管风暴无关；而
是，更多与中国零售商在疫情期间面临的封禁，以及高档饮料市场的激烈竞争有关。
这种竞争导致奈雪的茶在去年下半年出现亏损，尽管该公司尚未公布 2021 年的最终数据。但在 10 月份
发布的盈利预警中，它说下半年的亏损也将导致全年亏损，尽管它在今年上半年实现了盈利。
该股现在的市销率（P/S）仅为 2.5 倍。如果考虑到该公司身处中国快速增长的高端茶饮市场，而且正在
取得强劲的两位数销售增长，这一倍率相当低。奈雪的茶去年的招股说明书中的数据显示，该市场在
2020 年规模达 4100 亿元人民币。它的国内同行目前都还没有上市，尽管有消息称，它最大的竞争对手
喜茶，以及新晋咖啡连锁店 Manner Coffee 和其他数家公司都在考虑最快于今年上市。
星巴克（SBUX.US）将中国视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目前的市盈率为 4.8 倍，要高得多。时尚餐饮
运营商九毛九（9922.HK）的市盈率也要高得多，为 4.7 倍，尽管同样风靡一时但最近陷入困境的火锅连
锁运营商海底捞（6862.HK）的市盈率较低，只有 2。
因此，也许周一初现的反弹意味着奈雪的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只有时间能验证，它向高端门店和更大
程度自动化转型的策略是否会成功。
综上所述，我们先看看它的自动化举措——不仅可以在疫情期间有所助益，还可以在疫情最终结束后大幅
降低劳动成本。在 10 月发布的盈利预警中，奈雪的茶特别将去年下半年的利润困境归咎于“门店人力成
本在短期内弹性调低”。
试水机器人？
该公司在业务更新中表示，为了降低茶饮店人力成本，减轻人员流动缺乏弹性的问题，它正在自研自动化
制茶设备。该公司此前曾讨论过这项计划，不过这一次它给出了推出这项技术的大致时间表。
该公司表示，这样的设备于去年底已经陆续在部分门店投入试用，并且预计将于今年第三季度结束前在全
国的门店获正式应用。
提高自动化程度的举措是奈雪的茶将更多科技手段融入门店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非常重要的
app 下单，它的效率更高，同时也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去年上半年，该公司 70%的订单是线上订单，
这与更广泛的行业趋势一致。
高科技功的运用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最终使消费者感受到了方便，因此，对于像奈雪的茶这样的大型连
锁运营商来说，要想长续经营，运用科技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接下来，我们将着眼于该公司的另一项主要活动，即进军高端市场，在最新的更新中，它详细列出了一系
列数据。这些数字中最重要的一个表明，尽管存在各种与疫情相关的干扰，奈雪的茶仍在大举扩张。
该公司在本季度增加了 149 家门店，截止年底门店总数达到 817 家。如何理解这一数字呢？最新数据是
它在 2020 年 6 月底 IPO 前后拥有的 349 家门店的两倍多。
深入研究这些数字，奈雪的茶表示，几乎所有的扩张都是针对其高端门店，即奈雪 PRO。去年年底，高
端店的数量达到 371 家，比 9 月底的 194 家几乎翻了一番。换句话说，高端店目前占其总数的 45%，而
在 9 月底的数字是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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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在其更新中还指出，到第四季度末，同店收入已经跟基本回归到上一年同期水平，这意味着在去年
下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同店收入都在下降。该公司还将反弹归功于在冬季菜单中增加了热饮。
总而言之，随着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越来越愿意花钱购买珍珠奶茶和拿铁等高价饮料，奈雪的茶及其
同行所处的市场潜力巨大。但疫情造成的中断在短期内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痛苦，由于进入的门槛相对较
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该公司似乎确实在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长久经营。现在，我们只能
静观其变，看看这些努力是否会在今年带来更强劲的业绩。
趋势、评论
方舟 ETF 持仓公司高管抛售 135 亿美元股票
更新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 01:32 史蒂夫•约翰逊

为了第一时间为您呈现此信息，中文内容为机器翻译，并辅以少量人工干预，仅供参考。
方舟投资(ARK Invest)旗舰基金——方舟创新(Ark Innovation)交易所交易基金(ARKK)——持仓公司的创
始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已经开始了一轮前所未有的股票抛售。
根据经纪公司斯通克斯(StoneX)的计算，在截至去年 12 月的 6 个月里，该基金持仓公司的内部人士卖出
了 135 亿美元的股票，远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而买入的股票仅为 1100 万美元。
持仓公司内部人士争相抛售，是 ARKK 基金的命运受到的最新冲击，该基金的价值已从 2021 年 2 月的峰
值下跌近一半。该基金在 2020 年的涨幅超过 150%，使其成为华尔街技术驱动型繁荣的典型代表，为其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投资组合经理凯茜•伍德(Cathy Wood)赢得了“牛市女王”的绰号。
斯通克斯全球宏观策略师文森特•德鲁拉德(Vincent Deluard)表示：“内部人士抛售的激增和买入兴趣的
缺乏令人担忧。ARKK 的持股中值已较 52 周高点下跌 55%：如果内部人士现在不买进，投资者凭什么要
买进？”
德鲁拉德表示，由于现金匮乏的创始人将投资组合多样化，且早期员工获得了股票期权，因此内部人士抛
售多于买盘并不令人意外。
美国股市整体上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内部人士在过去 6 个月里抛售了价值 320 亿美元的标普 500 (SP
500)成分股，而买入额降至 9500 万美元的 6 年低点。
然而，德鲁拉德表示，ARKK 投资公司内部人士买盘与卖盘之间的巨大差距令人惊讶，因为在 2021 年最
后两个月其中许多股票遭受了大幅抛售——在此期间，标普 500 指数继续上涨。
“公司内部人士很有逆势而动的倾向。他们会在大幅下跌后买进。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跌幅，我们看到很
多卖盘，而没有多少买盘。”
“如果聪明人都不买，其他人为什么要买？”无论何时何地，泡沫都是财富从公众向内部人士转移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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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星(Morningstar)全球 ETF 研究主管本•约翰逊(Ben Johnson)表示，内部人士交易数据“似乎表明，凯
茜及其团队对这些公司的信心，超过了这些公司的经营者”。
上述数据出炉之际，ARKK 遭遇的抛售意味着，自 2014 年推出以来，该基金已摧毁了股东价值，尽管该
基金在此期间的回报率为 328%。
自推出以来，ARKK 累计净流入资金为 155 亿美元，但截至上周四收盘，其净资产仅为 144 亿美元，这意
味着它没有为普通投资者创造任何价值，多数投资者是在该基金产生了大部分回报后才买进的。

“没有创造任何股东价值，因为大多数投资者在 2020 年和 2021 年以虚高的价格涌入，”德鲁拉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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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茜•伍德无法控制她的投资者(糟糕的)时机，衡量她才能的真正标准是时间加权回报率，尽管去年出现
亏损，但该基金的这一回报率仍令人震惊。然而，投资者资金流动的现实不容忽视。”
这种趋势并非 ARKK 所独有。晨星公司的数据显示，投资者往往在一只基金取得最大收益后涌入该基金，
这种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截至 2020 年的 10 年里，在整个美国市场，投资者的美元加权回报率每年
落后于基金的总回报率 1.7 个百分点。
但对于伍德宣称的方舟投资公司的更高目标，还是有疑问的。
伍德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她曾表示，方舟的使命不仅仅是为投资者赚钱，“而是以最具创新性和创造性
的方式，将资本配置到上帝的创造中。”
德鲁拉德发现，在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ARKK 吸引了 170 亿美元的净流入，这些资金被投
资于在此期间创造了 230 亿美元总收益的公司。
过去 30 个月，这些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了 470 亿美元，并发行了 140 亿美元的新股。
德鲁拉德认为，这样的投资和融资“无疑受到了 ARKK 的大规模购买的推动”，这“让许多拥有未经验证
的技术的年轻公司以远高于正常情况的估值筹集了大量股本”。
“ARKK 资助研究并加快创新步伐的说法是可信的。新发行的股票出售给 ARKK，有助于弥合高增长公司
的小额或为负值的利润与他们的巨额研发费用之间的差距。”
然而，德鲁拉德表示，ARKK 投资的公司同期发放的基于股票的薪酬为 230 亿美元。
”一种不那么乐观的说法同样是可信的。他说：“流入方舟 ETF 的资金可能刺激了研究和创新，但它们也
让内部人士和创始人以荒谬的估值套现。
”时间会告诉我们，方舟投资管理公司是为下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还是组织了一次从公众到内部人
士和早期投资者的历史性财富转移，“德鲁阿德总结道，他认为目前的内部人士抛售风潮加强了后面这种
假设。
约翰逊认为，ARKK 在其存在期间有可能改善了社会，“但如果是这样，也是以一种非常迂回的方式，以
一种不易察觉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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