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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焦点
•

尼泊尔银行家协会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银行业成该国新冠疫情重灾区，超过 15%员工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数据显示，截至 27 日，尼泊尔全国 27 家商业银行的 4.5 万名员工中，有 7117 人被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确诊比例超过 15%

•

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上周全球新增病例
数量自 9 月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原因是欧洲区域新增病例有所减少，但还要保持高度警惕，世界大部分地区
的病例数量仍在增加。

•

美国卫生部长 Azar：预计到 2020 年年底可以获得 4000 万剂量的新冠肺炎疫苗

•

疫苗企业 Moderna：初步分析显示，新冠疫苗有效性为 94.1%；将于周一向美国和欧盟提交新冠疫苗使用
许可

•

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必须迅速审批 Moderna 就其新冠肺炎疫苗递交的（紧急使
用授权）申请

•

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苗供应项目 Covax 需要 50 亿美元资金，以便在 2021 年年底之前获得 20 亿剂量的
疫苗

焦点
•

据知情人士透露，标普全球(S&P Global Inc., SPGI)正在就以约 440 亿美元收购 IHS Markit Ltd.进行深入谈
判，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易将把最大的两家金融数据提供商合并起来。上述知情人士说，该交易最早可
能于周一宣布。谈判总是有可能在最后一刻破裂。按这个价格计算，这将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笔交易。总部
位于伦敦的 IHS Markit 市值约为 370 亿美元，标普全球市值约为 82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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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盛：随着社会意识投资的激增，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可替代能源公司股票有望
抓住持续上涨机会。气候变化将在未来 10 年每年刺激 1 万亿至 2 万亿美元的支出。预计到 2030 年，可再
生能源的潜在市场规模将扩大一倍

•

高盛策略师 Ian Tomb：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大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兑美元将在 2021 年升值 7%-12%

•

美国里士满联储主席巴尔金：如果美联储实施每个月 1200 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计划，那将是相当强有力的刺
激手段

•

美联储：经美国财政部批准，延长多个针对新冠肺炎流行病疫情的应急贷款计划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获
得延长的贷款计划包括商业票据便利工具、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工具、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贷款便利工具）、
以及薪酬保护计划（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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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宏观经济
特朗普承认最高法院可能不会审理选举舞弊指控
更新于 2020 年 11 月 29 日 14:42 英国《金融时报》 艾梅•威廉斯 华盛顿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美国最高法院将审理他提出的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表示怀疑。目前他通
过法庭推翻 2020 年大选结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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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继续坚称此次美国大选是“完全的欺诈”，尽管一家又一家法院驳回了他的竞选团队提起的诉讼。
最新打击发生在上周六晚些时候，当时，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共和党人剥夺该州邮寄选票有效性
的企图。
特朗普已誓言要将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有他任命的三名大法官，保守派的大法官在人数上占
绝对多数。但总统周日对这项战略播下怀疑的种子。
“问题是很难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他在福克斯(Fox)的《周日早间未来》(Sunday Morning Futures)
节目上表示。
“我有最好的律师……他们想为这个案子辩护，如果案件提交到最高法院的话，但他们说，很难把官司打
到那一步。”
自 11 月 3 日大选以来，特朗普投入了史无前例的保住权力的企图，发起数起诉讼（几乎均被法院驳回），
并敦促州议员和州长们宣布他是大选的赢家。
近几周，他在法律上屡遭打击，还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要员敦促他卸任，承认在大选中输给乔•拜登
(Joe Biden)。
共和党参议员罗伊•布伦特(Roy Blunt)周日表示，大家现在都假设拜登将于 1 月 20 日就任，尽管他拒绝
称这位民主党人为“当选总统”。
“我们正与可能将履职的拜登政府在过渡和就职事宜上合作——按照我们确实会迎来拜登政府的假设。”
他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美国国情》(State of the Union)节目上表示。
关键摇摆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内华达州均确认拜登在这些州胜选。周日上午，威斯康星州完成重
新计票，再次确认拜登以 2 万多票的优势击败特朗普。
周日，在被问及是否仍相信有通往胜利的道路时，特朗普回答：“我希望如此。这需要一个勇敢的法官，
或一个勇敢的立法机关。”
他补充道，他“想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漂亮的诉讼”，并再次声称他有“大量证据”证明在多个州普遍存
在选举舞弊，但表示他的顾问们已告知他，他没资格这样做。
特朗普拒绝透露到哪一个日期会接受自己已穷尽发起法律挑战的途径，并指责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司法
部(DoJ)“临阵消失”，未能好好调查他提出的舞弊指控。
尽管继续坚称选举欺诈，但特朗普上周表示，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将开始与拜登的过渡团队合作，此举标志
着他屈从于共和党内部要求开始权力交接的压力，但他仍拒绝承认败选。
特朗普上周四明确表示，如果拜登被选举人团确认为总统，他将离开白宫，但他表示：“承认败选是件非
常困难的事情”。
与此同时，拜登的团队已开始从国家安全职位开始任命高层政府官员。
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穆伦(Michael Mullen)周日警告称，推迟过渡工作将在国家安全领域造成
“特别大的困难”，因为“国家安全问题不会等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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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致英国贫困人口大幅增加
更新于 2020 年 11 月 29 日 21:58 英国《金融时报》 克里斯•贾尔斯 ， 德尔菲娜•施特劳斯 伦敦报道

周一发布的两份独立智库报告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已导致英国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急剧增加，如果不是
政府今年提供了额外支持，结果会更加糟糕。
列格坦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发现，由于新冠大流行对就业、薪资和利润的冲击，今年贫困人口增长
了近 70 万，达到 1520 万。而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警告说，按照政府现行政策
估计，到明年春天，英国三分之一人口将生活在社会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以下。
来自两个政治立场不同的智库的相似研究结果将给内阁大臣们带来进一步压力，要求他们延长被暂时上调
的统一福利(Universal Credit)，这次上调将于明年 3 月底到期。
中间偏右的列格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模拟了新冠疫情对低收入人群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将结果与“黄金标
准”贫困指标——政府即将采用的官方指标——进行了比较。
由于 2020 年的官方数据要等到 2022 年才能出炉，该研究用一个模型估算出今年贫困人口将增加 70 万，
不过列格坦研究所强调，如果不是政府在 4 月份提高了统一福利及相关福利，这一数字将会是现在的两倍。
列格坦研究所行政总裁、保守党贵族菲莉帕•斯特劳德(Philippa Stroud)表示：“我们的分析显示，在危
机时刻，政府行动可以保护许多容易陷入贫困的人。”她呼吁“将一项全面的反贫困战略置于英国应对新
冠疫情的复苏计划的核心”。
研究发现，贫困人口增加最多的是此前有工作的处于劳动年龄的成年人，而在单亲家庭以及一些领取更丰
厚社会保障的失业家庭中间，贫困人口有所下降。
然而，主张为所有劳动年龄人口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中间偏左的新经济基金会表示，其研究显示了英国福
利安全网的不足，即使提供了临时支持，仍有数百万人将陷入困境。
新经济基金会首席经济学家阿尔菲•斯特林(Alfie Stirling)说：“在一个财政大臣时时竭尽全力保护就业的
世界里，缺乏对失业人士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
该基金会的研究采用了与列格坦研究所类似的方法来模拟疫情期间的收入，但使用了不同的最低收入标准
——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计算的人们满足其物质需求和充分参与社会所
需的最低收入。
这个最低收入标准高于列格坦研究所的贫困线，也就是说，根据这个标准有更多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
尽管如此，该研究发现这场疫情导致低收入人群以差不多同样大的幅度增加，并警告称，如果政府不把更
慷慨的社会保障延长到 2020-21 年，处于最低收入标准以下的人口将从今年 9 月份的 2000 万升至明年 4
月份的 2250 万。
其中逾半数人的收入将在最低收入标准的 75%以下，低于这一水平的家庭更有可能处于物资匮乏的状态
——这与列格坦研究所估计有 152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数字相似。
英国生活水平的下降，反映出失业人数增加、薪水减少、工作时间减少以及降薪 20%的强制休假措施等因
素给家庭收入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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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基金会估计，第二波新冠疫情期间有 450 万人强制休假，这一数字比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
的预测更为保守，同时采用了英国央行对失业率的估计。根据英国央行的预测，第二季度的平均失业率将
为 6.3%，春季将达到 7.5%的峰值。
根据新冠疫情前的研究，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将 2020 年的最低收入标准定为单身成年人每月 320.69 英
镑，有两个小孩的夫妇每月 806.17 英镑。
伊朗核科学家遇害给拜登中东计划制造了更多麻烦
更新于 2020 年 11 月 29 日 20:55 英国《金融时报》 戴维•加德纳

“法赫里扎德，记住这个名字。”2018 年 4 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
在其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讲话中如是说。那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时刻。
如今，中东地区没人会忘记伊朗顶级核物理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的名字了，他
在上周五晚些时候于德黑兰附近遭枪手伏击身亡。伊朗人尤其不会忘记——正如他们不会忘记今年 1 月在
巴格达机场于美国空袭中身亡的伊朗革命卫队(Iranian Revolutionary Guards)海外部队指挥官卡西姆•苏
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
以色列，而不是美国，很可能要为杀害法赫里扎德负责，正如该国被广泛指责、或被认为在 2010 年至
2012 年谋杀了他手下的四名伊朗核科学家。但这些暗杀发生在 2015 年伊朗与时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领导的美国及五个世界大国达成一项协议前，该协议旨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并允许国
际核查人员核实伊朗是否遵守了商定的限制。
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 2018 年单方面退出了这项协议，重新对伊朗实施
制裁，并继续加大对伊制裁力度以扼杀该国经济。在本月的美国大选中击败特朗普的美国当选总统、奥巴
马的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已表示，他打算重新加入 2015 年的核协议，前提是伊朗重新遵守核协
议所规定的浓缩铀丰度限制。此前，为回击美国退出核协议，伊朗突破了该上限。
这一目标本已复杂化，又因为当前的这件事变得困难得多，这无疑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以及他们在海
湾地区的逊尼派阿拉伯盟友的意图，后者以 沙特阿拉伯王储、沙特实际统治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Mohammed bin Salman)为首。
在不怎么体面地离任之前，特朗普团队似乎执意要在中东推行一种焦土政策，以使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更
加难以重返外交。除实施更多制裁外，据报道，特朗普最近还就空袭伊朗核设施的可行性征求了意见。本
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促成了内塔尼亚胡与王储穆罕默德在沙特的一次意外会晤。
表面看来，这与关系缓和及“正常化”有关，实际上这也关乎一条不仅反德黑兰、也反拜登伊朗政策的统
一战线，这给整个地区敲响了警钟。
到目前为止，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仍停留在暗战、暗杀小队以及从伊拉克到黎巴嫩、从叙利亚到也门的逊
尼派与什叶派代理人冲突层面。但杀害法赫里扎德加大了赌注。可能性较大的假设是不会爆发真正的战争。
但清算是少不了的。
法赫里扎德有时被比作 1945 年世界首颗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西方情报
机构认为他曾主持伊朗的一项核武器研发项目，直至该项目 2003 年停止。德黑兰方面否认其有制造核弹
的意图，但决心掌握使其有能力制造核弹的完整核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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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政策，以及退出伊朗核协议——该协议成功消除了伊朗先前的核燃料储备—
—已导致伊朗重建浓缩铀储备。如今，伊朗浓缩铀的库存是该协议规定上限的 12 倍，纯度也高于协议允
许的水平。虽然这尚未接近武器级铀，但特朗普已推动伊朗逼近这一目标，而且内塔尼亚胡已敦促美国不
要恢复先前控制伊朗铀生产的安排。
那些对伊朗在中东日益增长的实力心怀抵触的人对法赫里扎德的死感到欣喜。但伊朗的物理学无法被扼杀，
伊朗人愈加坚定的信念也如此，他们日益坚信，美国——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叙事中的大魔王——无法被
信任，因为美国违背了国际协议。这是给强硬派送去的一份政治礼物。
拜登政府必须走出雷区。这不仅仅关乎奥巴马在 2015 年达成的核协议。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还必须找到
一种方法来应对苏莱曼尼遗留的准军事民兵组织——该组织装备有导弹——他们建立了一条从里海到地
中海的什叶派伊朗走廊。
然而，一个破产的伊朗如何在不与邻国和世界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应对该地区一系列正在衰落的国家？伊
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都面临着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 2019 冠状病毒病）所造成
破坏更为严重的经济收缩。伊朗及其前身波斯均以战略性的忍耐著称。现在该国将面临考验。
欧洲央行暗示将出台更多货币刺激
更新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 14:57 英国《金融时报》 马丁•阿诺德 法兰克福报道

欧洲央行(ECB)发出新的信号，表明其准备对欧元区萎靡不振的经济注入更多货币刺激。该行首席经济学
家用“令人担忧的信号”来描述银行和小企业的财务状况趋紧。
周四公布的上月议息会议纪要，为欧元区经济描绘了严峻的前景，其结论是，由于明年也可能要继续实施
新冠疫情封锁措施，欧元区经济可能“比此前预期的更加坎坷”。
“不能排除欧元区——或者至少是一些国家——将经历二次衰退，”与会官员们警告称。
会议纪要显示，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还讨论了第二波疫情可能导致“多个行业——例如零售业——波及
面更大的企业倒闭”。
在会议纪要发布前不久，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Philip Lane)警告称，企业对贷款的需求以
及信贷可获得性都在收缩。
他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发表讲话时表示，他担心如果银行将不断下降的贷款需求
视为一个负面经济指标，而企业对银行收紧放贷标准也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就可能出现“一个相互强化的
恶性循环”。
他补充称，如果各国政府对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波没有采取到位的财政应对措施，就有可能出现“融资环
境不合理收紧”的风险。
欧洲央行上月表示，将“重新校准”所有货币政策工具，并在 12 月 10 日的下次政策会议上宣布结果。分
析师预计，届时欧洲央行将扩大购债计划，并向银行提供超低利率贷款。
投资者对最新声明的解读是，出台大规模货币宽松措施的可能性有所增加。许多国家的主权债券收益率下
跌，德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 2 个基点，至-0.59%，葡萄牙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首次跌至负值区域。
债券价格上涨时，其收益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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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洲央行上月会议纪要也表明，一些管理委员会成员对进一步货币刺激的前景日益不安，他们对
“高度不确定性和非常有利的金融条件下可能出现非线性状况、副作用和‘收益递减’表示担忧”。
会议纪要称：“尽管市场自 3 月推出与疫情相关的货币政策措施以来已经企稳，但有与会者指出，额外的
资产购买可能不会像今年早些时候那样对金融条件和实体经济活动产生相同的影响。”
他们还警告说，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诱使各国政府作出难以撤销的承诺，使支出超出抗疫所必需的
水平”。
中外关系
贸易摩擦升级，澳大利亚威胁向世贸组织状告中国
WSJ / David Winning / 2020 年 11 月 30 日 10:25 CST 更新

澳大利亚正准备就大麦进口关税事宜向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 WTO)状告中国。
这是一场贸易纠纷中的最新攻势，这场贸易纠纷已中断了澳大利亚从煤炭到葡萄酒等多种大宗商品对中国
的供应。
今年 5 月，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 80.5%的反倾销以及反补贴关税，称这些大麦在政府补贴的帮助下以
不公平的低价出售。大麦通常用于酿造啤酒。澳大利亚否认了这个说法，并直接请求中国政府撤销相关关
税，但遭到拒绝。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周日表示：“下一步是就大麦一事向 WTO 提出申诉。”
他称，澳大利亚政府正与当地谷物行业和其他行业进行交流，以评估对提起申诉的支持程度。
中国政府暂未回覆记者的置评请求。
今年 4 月，澳大利亚向欧洲领导人寻求支持，以调查北京方面对新冠疫情的早期反应是否促成了这次疫情
大流行，这引起中国的愤怒。许多澳大利亚议员和经济学家认为，加征关税是中国对上述外交行动的报复。
在今年 5 月对大麦加征关税的几天前，中国称已暂停从四家澳大利亚出口商进口牛肉，理由是其违反了检
验检疫规定。自那以来，贸易摩擦已经扩大到一系列其他澳大利亚产品。在中国商务部于 8 月份展开调查
后，上周五，中国对进口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
澳大利亚否认了中国关于其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产品的指控。
伯明翰表示：“如果你支持建立在规则之上的体系，你也应该利用这个规则体系，包括在你认为规则被破
坏的地方发声，并通过国际裁判来帮助解决这些争端。”
分析公司 IHS Markit 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决定加征关税之前，澳大利亚每年对中国的大麦出口价值约 10
亿美元。
鉴于双边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澳大利亚生产商正在努力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之前该国对华出口一度占
大麦总出口的 70%左右。官方数据显示，尽管在相关关税出台后，对中国的出口大多陷入停滞，但截至 9
月份的三个月，澳大利亚大麦出口保持稳定，生产商增加了对日本、卡塔尔和泰国的出口。
一周世界舆论聚焦：中国在为拜登就任进行全球布局准备
更新于 2020 年 11 月 29 日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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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一周是中国外交异常活跃的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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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数月前就多次在 FT 中文网发文指出：即便中美完全脱钩，但只要中国仍然拥有东盟、欧盟和日本这
几大市场，中国的外部境况将不会太糟糕。同这一判断相一致，就在过去的一周，中国为迎接尚不能确定
的拜登新政府的对华外交，几乎是同时加紧了上述三个方向的外交准备，提前布局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
虽然中国与三方的关系都有一些问题，但因为全球疫情影响，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而唯独中国一枝独秀，
而且前程可期，加之中国正在淡化与上述三方的一些矛盾，使之降温，据传其中包括了在南海降温，因而
中国与上述三方关系的前景有望看好。
与此同时，各种信息均显示：即便美国拜登政府团结盟友，如特朗普般继续施压中国，也几乎可以肯定，
上述三方会将政治和经济分开，并以此作为发展对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是可以期待的最低限度。不过笔
者认为，这里的前提是：中国在外交上要切记毛泽东“不要四处出击”的名言，维护好与上述三方的关系，
切不可搞得到处紧张。
提升东盟在中国外交中地位
就东盟方面而言，继不久前东盟十国与中、日、韩、澳、新五国于 11 月 15 日签署被称为“中国主导”的
RCEP 后，中国国家领导人于本月 27 日在南宁召开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以视频讲话方式，再次表达了
三点重要意向：中国希望 RCEP 尽早生效；中国也愿与东盟各方推动双方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中国
在新形势下将东盟列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上述三个重点，意味着中国在提高东盟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
首先，中国希望 RCEP 尽早生效，这是在美国政府新旧交替的背景下，不希望这个协议再生枝节；至于中
国领导人提到的双方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融合，意味着如果中美脱钩或者中国受到封锁，中国国内必将被
切断的产业链可以通过与东盟合作重新连接上，如此，国内生产可以继续，就业也不会受到影响；最后就
是，明确将东盟列为中国外交的周边优先方向。特别是，这个讲话提到了“在新形势下”这个条件，这无
疑是指拜登新政府的可能对华动态。
最后，东盟国家是中国的邻国，海上路线也是中国有能力控制和保护的，中国提高这一地区在中国外交中
的等级，也是情理之中。
日本在中美之间求平衡，中国操作上需慎之又慎
至于对日本方面，中国政要上周进行了专门访问。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认为：中国的目的是弄清 9 月
成立的菅义伟政府的对华政策；同时在明年 1 月美国拜登政府成立前稳定日中关系。实际上，在安倍时代
日本政府就已经确立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基本国策，包括在与美国联手遏制中国的问题上，也有
相当的保留。当然这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只顾自己不管邻国的政策有关，但主要还是日本发展经
济的动机使然。而现在的形势，决定了菅义伟仍然会继承安倍的政策，因为在疫情的严重冲击下，美国自
身经济受到重创，菅义伟政府的“经济再生”政策以及疫情防控很难指望得到美国帮助，因此日本必然会
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包括在与美国合作对华的问题上，也会有所保留。但与此同时，菅义伟政府也希望
掌握好与中国的距离，（在中美之间）进行艰难的运营。
根据笔者的了解，中国关注的美日是否会联合对华的问题，菅义伟政府会视议题而定，具体行动方式也不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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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问题上，包括美日联合巡航在内，相对来说除了立场宣示，行动类的合作会相对多一些，除非南海
平静下来；对香港议题，姿态性的立场宣示会多一些，毕竟这是中国领土。值得关注的是南海问题。一来，
日本骨子里不愿中国控制南海航线，因为作为美国的盟国，这是海上安全问题；二来，日本在经济不景气
的背景下，必然会力求与东盟发展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因此在南海问题上必须有所行动。至于钓鱼岛问
题，客观上任何一届日本政府都很难放弃现有立场。
如果引用中国领导人“在新形势下”的说法，在日本议题上有三个问题非常重要：
一是钓鱼岛问题。据日本媒体圈人士介绍：在中国政要出访日本后，上周的日本舆论对此议题掀起了对中
国负面的舆论浪潮。对此，姑且暂不究其原因如何，而且主权问题客观上谁也不能让步，但表达明确立场，
也有方式问题，而且有时候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立场宣示，这就足够了，例如中国在钓鱼岛的巡航。
其次是南海问题。中国宣示对南海的主权立场、控制南海航路，对日本包括东盟国家来说，是国家安全问
题，而“在新形势下”，事情只能降温处理。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回到邓小平时代“共同开发”的立场，
同时，以警察方式代替军事方式管理，从“在新形势下”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这比较现实。
最后，美国对东亚和睦亲善的态度。这与上述两个问题有关。从历史上看，美国对“东亚共荣”是难以容
忍的，并一贯阻挠和破坏，上周日本媒体对安倍“赏樱会”晚班费用话题炒作的背景令人深思，因为此事
必然涉及本届政府首相菅义伟，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最后有三点需要认真观察：菅义伟是个没有多少外交经验的人；其次，因拜登还没有就职，菅义伟还没有
与拜登见面；第三点是，美国会不会重返 TPP。这三点都可能使拜登的对华外交，发生战术层面的调整。
中欧关系将呈现政治与经济两条线
同样也是在上周，中国与欧盟、德国之间进行了频繁接触，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核心是中欧投资协定谈
判的完成。上周二晚举行的中德两国领导人的电话交谈中，双方都强调了年内完成谈判。中国国家领导人
表示，中国努力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大努力，推动年
内完成欧中投资协议谈判。
本身也身处欧洲的俄罗斯媒体对这一动态高度重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方专家观点，提出了两个重
要观点，虽然观点意在批评美国，但还算客观。这两个观点是：中欧投资协议不仅有助于促进贸易增长，
还将刺激整个经济链上的合作；在中国方向的突破将增强欧盟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据了解，中国还就此
专门赞扬欧盟具有“战略自主权”。同时中国专家们还认为，美欧关系的和解与走近，并不会干扰已经建
立的中欧关系。
中欧之间上周的动作，反映了中国外交对欧洲的加强。在中欧关系中，要特别警惕两大因素：经济的公平
竞争；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
前者主要涉及知识产权、市场开放和国企地位。据笔者从欧方的商会和官方背景人士处了解：这些是欧洲
非常看重的，因为欧洲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正是靠这些不公正优势，在对欧洲的竞争中获得了优势。因此，
与中国有意加入 CPTPP 一样，这些因素必须高度重视，处理不好必将成为中欧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重大
障碍。
而后者则可能是常常意识形态挂帅且立场坚决的欧洲和中国之间的麻烦问题。目前中国国内的新疆、西藏、
穆斯林和香港、南海议题，都是欧洲国内反应强烈的问题，也没有任何让步的迹象。东盟外交权威人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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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笔者：只要这些议题不发展到欧洲对华制裁的程度，那只能是立场性宣示，不会有实际行动。不过笔者
认为：这起码应该不包括默克尔之后的德国，上述议题在德国国内反应强烈的程度，超过一般人的预计；
而且，如果拜登政府上台后对中国打人权牌的话，不排除会出现美欧携手的情况。就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
来说，届时将可能变成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必须妥善处理，尤其是明年下半年默克尔退休之后。
韩国的关键是朝核问题
此外，上周的另一个角色就是韩国。不过与上述三方情况不同的是，韩国无法跟它们的市场容量相提并论，
韩国的意义，主要在于朝核、朝美关系带来的半岛安全和稳定。
中国政要在访问韩国时指出：韩国政府当前的对朝鲜政策是正确的，它制止了战争；韩国和朝鲜才是解决
半岛问题的主体。这给人的印象是：不希望美国以朝核为议题介入半岛问题；但与此同时，朝核问题怎么
解决，谁来解决，则暂时没有提出意见。而对此问题，中国很难独善其身。
就中国与东盟、日本与欧盟的关系而言，应该说一直以来都存在一些问题，但当今的世界疫情态势，使这
些问题的重要性都在下降；与此同时，美国自身在疫情的冲击下，经济状况也在恶化，无力帮助盟友。于
是作为世界上仅剩的今年经济正增长国家之一的中国，与上述三方的关系就相对比较容易相处，毕竟，对
当今任何一个政府来说，经济与民生还是最重要的。但是，中国与三方关系的上述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因
为中国必须按中美脱钩前景作为底线来准备，才是稳妥的做法。而在这个底线下，上述三方不能再丢掉任
何一方，中国外交必须准备收缩。
大中华地区
中国 11 月份 PMI 数据显示复苏范围扩大
WSJ / Jonathan Cheng / 2020 年 11 月 30 日 16:45 CST 更新

衡量中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活动的指标分别攀升至三年来和八年来的最高水平，显示在新冠疫情开始蔓延
近一年后，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复苏范围正在扩大。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的数据显示，11 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 10 月份的 51.4 升至
52.1。PMI 是衡量制造业活动的关键指标。这是自 2017 年 9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超出了经济学家对该指
数本月微升至 51.5 的预期。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表示，中国 11 月份包括服务业和建筑业在内的非制造业 PMI 从 10 月份的 56.2 升
至 56.4，为 2012 年 6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自今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的工业部门一直引领着中国的经济复苏，从 3 月份起，官方制造业 PMI 一直
保持在 50 以上。50 是月度环比扩张与收缩的分水岭。目前，随着新冠疫情在中国境内基本得到控制，中
国人的生活正在恢复正常，这帮助了中国经济的另一个主要部门服务业迎头赶上。
摩根资产管理(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驻上海的全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称，很多餐厅都已爆满，
门口排着长队，人们都在消费，工厂满负荷运转。朱超平表示，这一切的原因是，人们看到疫情得到了控
制。
11 月份中国国内总体消费也受益于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节。今年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延长了打折促销的持续时间，
双十一购物节创下新的年度销售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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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一公布的的制造业数据显示各分项指数表现强劲。生产指数从 10 月份的 53.9 升至 54.7，制造业
PMI 的主要驱动力新订单指数在两个月持平于 52.8 后，升至 53.9。11 月份出口订单指数从 51.0 升至
51.5，连续三个月高于 50。
朱超平称，他认为未来几个月中国的制造业有望持续强劲势头，他指出，一些指标暗示库存正在耗尽，他
说，这可能会引发一波补充库存潮。此外，朱超平也对就业指数小幅上升感到鼓舞。该分项指数表明，工
厂正在雇佣更多员工以满足需求。
作为中国经济复苏主要推动力的出口今年已多次好于经济学家的黯淡预期。中国 10 月出口较上年同期增
长 11.4%。
中国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赵庆河称，进出口持续恢复向好，但一些企业对人民币最近的持续升值感到担
忧；有的企业表示，随着近期人民币持续升值，企业利润承压，出口订单有所减少。
鉴于有效的疫苗有望很快在发达国家上市，西方国家的支出将从进口商品转向国内服务，一些私营部门的
经济学家也对中国出口优势还能持续多久感到担忧。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Mark Williams 上周在一份给客户的报告中称：“若中
国主要出口市场结束封锁，且服务支出复苏，将令中国最近的出口热潮降温。”
但摩根资产管理的朱超平说，疫苗广泛使用可能有助于提振中国的工业部门，因为疫苗可能让西方经济更
加全面地运转起来，从而增加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他还称，发达国家的库存也已不多，可能会引发一波补
库存，令中国制造商受益。
朱超平表示，疫苗走上正轨后，消费者信心将大大提高，进而将支持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随着经济的回暖，中国决策者正在考虑退出今年早些时候为抵消疫情封锁冲击影响而推出的刺激政策。中
国央行上周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将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许多专家表示，这一措辞显
示中国央行可能将侧重点重新转向疫情前的风险管控。
麦格理资本(Macquarie Capital)的经济学家胡伟俊(Larry Hu)在上周五的一份客户报告中称，由于中国政
府没有为 2020 年设定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且经济复苏看起来较为强劲，所以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加
大刺激措施的力度。他表示，现阶段，对中国货币政策最准确的说法可能是逐渐缩减刺激力度或趋于正常
化，不过他也警告说，货币政策可能在明年某个时候转为收紧。
消费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
更新于 2020 年 11 月 29 日 19:30 英国《金融时报》 韩乐 香港 ， 瑞恩•麦克莫罗 北京报道

对北京的快递员蔡元浩（音译）来说，世界上最繁忙的购物节是一项苦活。尽管还处于疫情期间，但今年
的繁忙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包裹多得我的快递车都塞不下了，”他指着那辆他骑着在北京居民区穿梭的三轮车说。从 11 月初开始，
直至 11 月 11 日的“光棍节”，蔡元浩每天从早 6 时工作到晚 9 时，投递数百个包裹。
“光棍节”最初是中国单身人士通过购物来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现已成为一场每年一度的购物狂欢，反
映了中国财富的不断增长、以及向网上消费快速转移的趋势。

11

今年，随着中国不断摆脱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个购物节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睹消费在更广泛的经济复苏中所
发挥作用的机会。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经过数月的谨慎消费之后，中国家庭很快就会准备好开始一场更
为持久的消费热潮。
仅从“光棍节”的证据就可以看出，在网上活动日益增加之际，人们的购物欲望已经非常强劲。中国领先
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Alibaba)将此次购物节延长为共计 11 天的马拉松活动，并表示，中国购物者的
下单金额达到 4982 亿元人民币（合 7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
更广的角度看，今年的零售销售增长落后于工业生产增长——工业生产是中国从新冠疫情中引领全球经济
复苏的突出驱动力。
但最新数据表明，消费正开始缩小这一差距。11 月中旬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10 月份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3%，而同期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对抗疫限制措施很敏感的餐饮行业的销售额增长今年也首次转
为正值，增幅为 0.8%。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预测，私人消费将取代出口和基础设施投资，成为
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催化剂，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 9%。
“中国消费者今年有很多额外储蓄，”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Robin Xing)表示，“我们预
计，随着消费者信心可能改善，这些额外储蓄的一部分将在 2021 年释放。”
摩根士丹利指出，今年前三个季度，储蓄达到可支配收入的 37%，明显高于往年。2019 年，这一比例为
32%。
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预计，消费将“接过接力棒，成为 2021 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他
们估计，家庭消费在 2020 年下降 4%之后，将于 2021 年增长 13%。
除了家庭储蓄率将下降之外，他们还暗示，劳动力市场将继续复苏，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会产生“疤痕效
应”。10 月的城镇失业率为 5.3%，而去年底为 5.2%。
然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37 岁的林霄汉（音译）是中国东北城市抚顺的一名公交车司机。他本来计划
今年花 10 万元人民币购买一辆新车，但最终将购车支出削减了 20%。“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我需要为
未来做准备，”他表示。
在工作班次减少 15%后，林霄汉在一家采矿厂找了第二份工作来增加收入。
各行业的消费行为也不平衡，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疫情的持续影响有关，尽管病例数仍然很低。汇丰(HSBC)
大中华区经济学家陈敬阳指出，根据最新数据，旅游业等一些服务行业尚未完全复苏。她还指出，零售额
的增长仍只有疫情前的一半。
相比之下，10 月份在线零售额同比大幅增长 24%。
不过，10 月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12.5%，显示出线下需求的改善。这一数据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正
在复苏的中国能为全球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受益于第三季度在华销量同比增长近三分之一，德国汽车
制造商宝马(BMW)本月发布了史上最佳销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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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全面复苏将为中国政府的长期战略提供支持。中国政府的最新五年规划强调国内消费。摩根士丹利
预计，到 2025 年，中国人均收入将超过 1.4 万美元。邢自强表示，这将使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
槛”。
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近期有所增加，尤其是在以中国消费者为目标的电子商务和物流等领域。
“我们将看到，消费者需求会持续升级，”邢自强表示，“中国正将国内市场潜力作为向外国公司开放的
支柱，为它们提供进军国内市场的更多机会。”
金融市场
美国众议院将就要求中概股遵守美国审计规定的法案投票
WSJ / Dave Michaels and Alexander Osipovich / 2020 年 11 月 30 日 15:00 CST 更新

本周美国国会议员可能会迫使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最终遵守审计监管规定，否则就得退出美国市
场。
众议院领袖计划周三考虑一项措施，迫使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等中国公司要么接受美国监管机构审查其年度审计报告，要么从美国股
市退市。上周五发布的一份网上通知显示，众议院计划根据规定进行投票，该规定限制辩论，并要求法案
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
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中国公司及其审计机构将有三年时间来满足检查要求，如果三年后仍不能满足要求，
将被要求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或纳斯达克退市。
中国官员批评该法案，称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华盛顿和北京方面在审计检查方面的分歧，而且中国公司退市
将损害美国资本市场。
这项法案获得了两党的支持。该法案 5 月份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意味着一旦获众议院批准，就可以提
交总统特朗普签署。相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 SEC)考虑的
一项提案，该法案的惩罚力度更大。SEC 的提案将把审计检查作为在证券交易所持续上市的条件，但会允
许未满足要求的公司在场外交易。
参议院通过的法案由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 John Kennedy 和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 Chris Van
Hollen 发起。该法案意在修复多年来对在美上市中资公司的差别待遇问题。这些公司长期以来得以在美
国发行股票，然而其审计方违反了一项关键的投资者保护措施，因为中国不允许检查审计方的工作。
在美国，审计监督由一个特殊的监查机构负责，即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简称 PCAOB)，该委员会是在近 20 年前导致安然(Enron co.)等众多公司
倒闭的会计丑闻爆出后成立的。
SEC 十多年来采取了多种方式试图让中国企业与 PCAOB 合作，包括起诉中国审计公司，与中国监管机构
协商，以及就相关问题警告美国投资者等。
中国给中国公司面临的海外监督设置了种种障碍，包括阻止公司配合海外刑事调查或证监部门调查的法律。
法律专家称，中国对国家机密的定义也很宽泛，其允许别国有关部门监督中国企业的意愿因此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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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如果这项法案获得通过，能够成为一根杠杆，推动中国人坐下来与美国解决一些问题，”曾是
SEC 总法律顾问和 PCAOB 成员的 Dan Goelzer 说。“无限期地无视一个国家不肯遵循世界上其他地方都
在遵守的审核标准的事实，这是让人无法容忍的。”
据来自标普全球市场财智(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的数据，自 2014 年 1 月以来，已有逾 170
家总部位于中国内地或香港的公司在美国完成 IPO，募集资金约 587 亿美元。
SEC 主席克莱顿(Jay Clayton)支持此番立法行动，即便 SEC 已在起草旨在让美中两国共享审计底稿的新提
案。克莱顿上周五发书面声明称，国会两党议员和联邦金融监管机构普遍支持在允许投资者适度调整持仓
的时间框架下，结束这种十分不对等的待遇。
不过，如果这项立法迫使在美上市中资公司大规模撤出美国市场，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美国投资者将面临
诸多风险和困难。
通常从纽约证交所或纳斯达克退市的股票可继续在场外市场交易，这样投资者可以继续买卖这些股票。但
Kennedy 的这份提案还将禁止连续三年审计不受检查的中国公司进行场外交易。
Kennedy 称，允许中国公司无视美国公司所遵守规则的现行政策是有害的。Kennedy 称，其希望众议院
也能像参议院那样一致通过这项提案，从而开始帮助勤劳的美国人。
如果上述禁令生效，美国投资者想要持有中国股票可能会变得没那么容易了。对于从美国退市的中国公司，
美国股东将会要么把所持股票卖回给该公司，要么将其换成在美国以外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一些公司已经表示，如果这项议案获得通过，他们将转至美国以外的交易所。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
券交易所上市，并已经在香港交易所二次上市，该公司已表示，这项立法可能会迫使其美国投资者将所持
股票转换为该公司香港上市股票。但对于一些投资者来说，这一操作存在难度，因为并非所有美国经纪机
构都提供投资外国股票的服务。
阿里巴巴在 7 月提交给 SEC 的公告中表示，投资者在将其相关普通股转为港股持仓时可能会存在困难，或
不得不为此增加成本或遭受损失。此前阿里巴巴首席财务官武卫(Maggie Wu)在电话会议上向分析师表示，
该公司将致力于遵守所有为在美国交易所买入证券的投资者提供保护和增加透明度的立法。
其他中国公司可能会选择私有化。这种操作将相对简单，投资者把持股换成现金。但公司管理层可能以低
价收购美国股东的持股，这将牺牲外部投资者的利益而让内部人士受益。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 Jesse Fried 说：“这些人可能以即将退市为威胁，以低价将公司私有化。”他称：
“如果是这样，这项法案对美国投资者来说将是雪上加霜。”
美元吸引力下降，瑞銀：明年首季金價將挑戰 2 字頭
TechNews 作者 中央社 | 發布日期 2020 年 11 月 30 日

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認為，外在仍有許多不確定性，美國聯準會（Fed）可能擴大量化寬鬆目標，
相對讓美元吸引力下降，金價明年第 1 季有望反彈、再挑戰每盎司 2,000 美元。
瑞銀認為，雖然疫苗研發進度鼓舞市場，但預期疫苗要到明年第 2 季才會被廣泛應用，進而讓各地解除封
鎖與隔離措施，全球人口也才能恢復流動。
瑞銀指出，金價在美國大選後一度上探 1,970 美元，但資金後來迅速流出交易所交易基金。金價近 2 週內
下跌 165 美元，接近 200 天移動平均水平的 1,800 美元，甚至不排除短暫跌破 1,800 元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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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認為，雖然疫苗對黃金是中期拐點，但是投資者最近似乎反應過度。首先，疫苗還無法實際應用，歐
美疫情也還在水深火熱之中。
另外，美國財政部突然要求聯準會歸還緊急貸款計畫中的未動用資金，反映政權轉移的風險。還有，如果
共和黨繼續掌控參議院，新一輪的財政刺激方案規模將會較小。
瑞銀認為，由於外在仍具種種不確定性，美國聯準會可能需要擴大量化寬鬆目標到較長天期的債券，導致
收益率曲線變得更平坦，從而支持通膨預期與引導實際利率進一步走低，這也意味美元吸引力下降。瑞銀
預期，金價在明年第 1 季有望再度挑戰 2,000 美元。
行业/板块
中国准备重启邮轮旅行，但国际公司被排除在外
WSJ / Jing Yang / Dave Sebastian / 2020 年 11 月 30 日 17:30 CST 更新

备受摧折的国际邮轮运营商正热切期待着中国市场的重新开放，但他们恐怕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复苏且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中国将在 12 月份恢复邮轮航行。但不妙的是，过去十年从
零开始耕耘中国市场的国际邮轮公司没有被邀请参加这场盛会。
受全球旅行限制影响，目前从中国母港出发的前往日本和越南等地的常规邮轮航线已经停运，在这一背景
下，中国正谨慎地重启邮轮市场，推出了以阳光明媚的中国南方度假胜地海南岛为起点和终点的没有停靠
站的“无目的地”航线。
中国政府将这条航线的首份经营许可证授予了由两家大型国有企业合资组建的星旅远洋国际邮轮有限公司
(Astro Ocean International Cruise Co. Ltd.)。而像嘉年华(Carnival Corp., CCL)和皇家加勒比集团
(Royal Caribbean Group)这样的国际运营商目前还没有获得许可。中国法律禁止外国船只在中国港口之
间开展业务，国际运营商要开展相关航行必须得到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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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加勒比亚洲区主席刘淄楠说，他预计中国大陆港口将是亚洲最后一批向悬挂外国旗帜的邮轮重新开放
的港口；新加坡和台湾已经批准这类邮轮复航。刘淄楠说，中国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邮轮航行可能带来
输入性新冠病例。
刘淄楠在 10 月份的一次线上行业论坛中表示，他们并不担心中国消费者。他指出，需要说服的是中国政
府，要恢复他们对邮轮行业的信心，在日本可能也是这样。
过去十年，嘉年华、皇家加勒比等公司一直在开拓中国市场。这些努力得到了回报，中国市场客运量一度
迅猛增长。然而，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邮轮暴发一系列聚集性感染事件后，这一行业陷入了停顿。
复苏之路缓慢又坎坷。今年夏天欧洲恢复了邮轮航行，并为此配备了检测设施和医务人员，但随着秋季新
冠病例激增，运营商又取消或缩短了航程。台湾在 7 月份重启了邮轮航行，但不设停靠港。新加坡 11 月
也开始了类似的邮轮航行。
在美国，邮轮运营商必须首先进行模拟航行，并提前 60 天申请航行许可，以获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简称 CDC)的批准。为了满足这一长串的要求，嘉
年华旗下的一些邮轮已将美国停航期延长到 2021 年。
对邮轮公司来说，由于全球大部分地区的需求萎靡不振，快速复苏的中国经济就成了一条生命线。从耐克
公司(Nike Inc., NKE)到特斯拉(Tesla Inc., TSLA)，众多美国品牌都在中国找到了避风港；中国的消费支出
已经反弹，预计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实现增长。
邮轮运营商在等待中国放行的同时，也在押注这种迅速反弹。
嘉年华子公司歌诗达邮轮(Costa Cruises)的首席商务官马睿哲(Mario Zanetti)表示：“我们正在与地方和
中央主管部门磋商，确保在安全性得到认可后做好复航准备，这些都是以我们的安全规范为基础的。”他
说：“中国市场对歌诗达具有战略意义。”
根据 Chart Management Consultants 的数据，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越来越富裕的庞大人口推动邮
轮客运量实现了 38%的复合年增长率，中国也因此成为乘客数量排名世界第二的邮轮市场，仅次于北美。
根据可获得的最新数据，2018 年，中国有近 240 万人乘坐了邮轮，其中大多数乘坐的是国际邮轮。
但从中国三亚出发的首次航行将由鼓浪屿号(Piano Land)执行，这是中国第一艘国内运营的豪华邮轮，也
是唯一一艘由星旅远洋运营的邮轮。
所有外国船只和悬挂外国国旗的船只都不得在中国水域提供运输服务，美国也有这类限制。但中国政府这
一次对船龄 25 年、有 13 层甲板的鼓浪屿号破例，这艘船悬挂百慕大旗帜，但由中国人拥有并经营。
皇家加勒比集团首席执行官费恩(Richard Fain)表示，该公司不打算在中国寻找合资伙伴，目前正和中央
以及地方政府磋商未来航行事宜。
“截至目前，只有一家小邮轮公司开始在中国运营；我们认为，无论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或者有没有一家
中国合资伙伴，都不会改变这一情况，”费恩在 10 月份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认为这种模式在疫情前运
转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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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证券公告显示，嘉年华中国航线占该公司 2019 年客运能力的 4%。疫情暴发前，嘉年华曾计划扩充中
国船队，称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邮轮乘客市场。
咨询公司 Chart 的负责人布莱米(Ted Blamey)认为，一旦政府觉得扩大试点的时机成熟，外国邮轮也将被
允许重返中国。
一位知情人士说，马来西亚综合企业云顶 (Genting Bhd, 3182.KU)的子公司云顶邮轮集团(Genting
Cruise Lines)已获得中国政府部门的口头许可，从 12 月份开始将获准安排一艘前往三亚的豪华邮轮。该
知情人士透露，这艘悬挂巴哈马旗帜的云顶梦号(Genting Dream)邮轮将由一家与中国公司组建的合资公
司租用并运营，这家中国公司拥有该合资公司的多数控制权。
云顶对此不予置评。
新冠疫情暴发前，国际邮轮公司为开拓中国市场付出了巨大努力。嘉年华 2018 年与中国两大造船巨头之
一的国有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 简称：中船集团)成立了一
家邮轮合资企业。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嘉年华还推动意大利造船厂 Fincantieri SpA 与中船集团成立合
资公司并传授建造大型邮轮的技术。
歌诗达邮轮在上海推出的“海上意大利”航线项目除了让中国乘客品尝意大利美食外，还能享受到中国人
更习惯吃的麻辣火锅，此外乘客还可以打麻将。
皇家加勒比也已经把上海作为“海洋量子号”(Quantum of the Seas)和“海洋光谱号”(Spectrum of
the Seas)等最新和最豪华的邮轮的航行基地。
2018 年，北美市场占到全球邮轮客运量的一半，相比之下中国只占 8.3%。
皇家加勒比前首席执行官、目前担任国际邮轮协会(Cruise Li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主席的戈尔
茨坦(Adam Goldstein)表示：“即便中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邮轮市场，但中国邮
轮市场的真正潜力其实还没有开始显现。”
銅鎳自低點飆 40%！綠能夯，2020 年代中期起恐供不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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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新聞 11 月 30 日報導，銅是製造電動車和太陽能面板等的必需品，打造一輛電動車需要 90 公斤的
銅，而打造傳統汽油車只需 15 公斤的銅。另外，生產電動車電池需要鎳和鈷。市場估計這些金屬將湧現
龐大需求，預料 2040 年時車輛的銅需求會從 2019 年水位成長兩倍至 860 萬噸；2030 年時，電動車電
池的鎳需求會從 2020 年水位成長十倍至 100 萬噸。
住友商事（Sumitomo）在馬達加斯加開採鎳礦，該公司財務長 Masaru Shiomi 表示，中國積極推動環
保車，這會讓電動車市場加速擴張，鎳價不會原地不動，會進一步上揚。
近年來啟用的新礦場少之又少，外界擔心未來將供給不足。一名交易員說：「估計銅將在 2024 年供給短
缺。」日本的一名鎳交易員也說，估計鎳會在 2020 年代中期供不應求。而且就算礦場現在著手開發新礦
場，至少也要 5~6 年時間才能開始生產，還得面對蘊藏量日益稀少的問題。
三井物產（Mitsui & Co.）財務長 Takakazu Uchida 說，開礦環境益發艱困，礦砂裡的金屬含量越來越
少，有潛力的礦區位置偏僻，很難開入大型機具挖礦。不具名的交易員說：「十年前，礦砂約有 2% 的純
金屬，現在減半只剩 1%。」
推出半挂电动卡车计划将考验马斯克实现扩张的能力
WSJ / Heather Somerville / 2020 年 11 月 30 日 13:05 CST 更新

在首席执行官马斯克(Elon Musk)带领下，今年特斯拉(Tesla Inc., TSLA)顶住了新冠疫情的压力取得巨大
成功。展望 2021 年，马斯克将期望定得更高，并将视线投向了长途卡车运输行业。
在显示出消费者对其电动汽车的热情后，马斯克现在希望证明他的电动汽车能进入卡车运输行业。但这是
一个风险容忍度低、利润薄的行业，而且对硅谷的炒作几乎没有耐心。
马斯克为 2021 年制定的一系列汽车生产活动计划中包括一款半挂式卡车。这些计划包括推出一款新的电
动皮卡、柏林和得克萨斯州工厂投产，以及上海工厂增产。马斯克提出，特斯拉的目标是在 2020 年交付
50 万辆汽车这一目标的基础上，明年所有类型汽车产量至少增加 68%。
特斯拉新项目能否顺利进行对于投资者来说关系重大。该公司股价今年年初以来已上涨四倍多，驱动力是
该公司连续五个财季实现盈利，并且有望在该公司历史上首次实现全年盈利。特斯拉股价的市销率超过
16 倍，远高于其他汽车生产商，另外其股票定于 12 月被纳入标普 500 指数。
这款名为 Semi 的半挂式电动卡车将在特斯拉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工厂生产，从明年开始向客户交付。
该车型对这家硅谷电动汽车制造商来说将是一项新的挑战。该车将考验特斯拉在电池技术改良上取得了多
大进展、该公司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自身的制造能力，以及特斯拉能否打入一个马斯克个人影响力对买家
吸引力较弱的新行业。半挂式卡车的买家主要关注价格和实用性。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运输业分析师 Ravi Shanker 表示：“总的来说，卡车运输行业对这项技术
是否确实能用仍持很深的怀疑态度。”
围绕电动卡车公司 Nikola Corp. (NKLA)的争议也可能引发对于这一刚发展起来的行业的疑问。由于一家
卖空机构指控该公司夸大了自身技术发展，Nikola 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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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特斯拉 2017 年发布 Semi 计划时，该公司承诺这款卡车将在 2019 年交付客户，并从 2022 年开始每年
销售 10 万辆。马斯克以他特有的热情为这款产品进行了宣传，他在 Twitter 上称：“它会让你震惊、让
你头脑清醒，进入另一种空间。”
然而 Semi 的电池数量约是特斯拉乘用车的五倍多，马斯克已表示这一点制约了特斯拉在电动卡车方面的
进展。一些观察人士称，Semi 项目的延迟体现了马斯克经过做出过高承诺但又无法实际完成的情况。马
斯克曾否认他制定的目标不切实际。
Semi 项目由 Jerome Guillen 负责，他是一位在交通领域有长期工作经验的高管，于 2010 年加入特斯拉。
特斯拉、Guillen 和马斯克都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两年的延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斯拉有利。随着汽车行业的公司采取行动应对那些旨在限制排放的新法规和
经济激励措施，以及消费者施压汽车生产商减少碳足迹，电动汽车已经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TE Connectivity Ltd.为汽车业和其他行业提供技术服务，该公司副总裁兼运输解决方案部门首席技术官
Alan Amici 表示：“你将看到车队的拥有者们跃跃欲试。”
根据公司声明和媒体报道，大约有 50 家大型托运商、承运商和零售商已经预订了特斯拉的 Semi 卡车，
其中包括沃尔玛(WalMart Inc., WMT)、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 Inc., UPS)、百事公司
(PepsiCo Inc., PEP)和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 BUD)。大多数订单都只占到这些订购者各自车
队的一小部分。
候选总统拜登(Joe Biden)是清洁能源的支持者。他说，他计划鼓励使用电动汽车，并加强油耗法规。今
年 9 月，加州州长纽森(Gavin Newsom)下令，“在可行的情况下”，在加州运营的重型汽车必须在 2045
年前实现零排放。
Cowen & Co.股票分析师 Jeff Osborne 称：“任何驶出长滩或洛杉矶港口的卡车都会被强制使用清洁能
源。”
在新冠疫情之下，电子商务订单激增，卡车需求也随之上升。为了满足迫在眉睫的需求，货运公司一直在
大量购买柴油卡车，据货运研究公司 FTR 的数据显示，10 月份此类汽车的北美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83%。这意味着，一些车队所有者将把卡车的升级换代再推迟 5 到 10 年，因此特斯拉可能不得不等待赢
得这项业务的机会。
卡车司机的行驶里程也更长，卡车货运技术初创公司 KeepTruckin 的数据显示，11 月份卡车司机每周行
驶的里程比 4 月份平均多 20%。特斯拉尚未证明 Semi 在恶劣天气或陡峭地形下的续航能力能达到 500 英
里。柴油卡车加油一次通常可以行驶 1,600 英里左右，并可以在每一个主要高速公路出口的加油站加油。
电池充电站仍然稀少。
特斯拉正在内华达州的电池厂和加州弗里蒙特的工厂之间运输其生产的轿车，借此对 Semi 原型车进行测
试。这段 260 英里的路程既是试车，也是公关演练。
特斯拉表示，卡车的售价将在 15 万美元至 20 万美元之间。分析师表示，这个价格看起来更现实一些，该
公司在 9 月份推出了一些技术进步，将使电池成本降低 56%，蓄能能力提高，续航里程增加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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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 15 万美元计算，特斯拉 Semi 的售价要比普通柴油卡车贵 25%左右。这一差额至少可以由政府提
供的抵税额部分抵消。特斯拉表示，这种卡车在使用寿命内将节省超过 20 万美元的柴油，车队将在两年
内收回投资成本。
Cowen 的 Osborne 基于对维护和电力成本的某些假设，预计获得回报的期限接近三年。购买这种卡车的
公司可能还需要考虑建设充电站的成本。
围绕 Semi 的不确定性并没有阻止 Pride Group Enterprises 订购 150 辆这款卡车。Pride Group 是位于
多伦多和达拉斯的卡车运输和物流公司。该公司计划在其加拿大和美国的物业建造充电站。
运营副总裁 Aman Johal 表示：“碳排放量绝对是我们选择做出这个决定的首要原因之一。”他表示：
“我们为大型食品和饮料公司运送货物，所有这些客户都有他们必须实现的内部可持续发展目标。”他预
测行业将更广泛地转向“电动卡车的新世界”。
趋势、评论
马拉多纳对货币政策的贡献
更新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 01:01 英国《金融时报》 克莱尔•琼斯

阿根廷今天传来了令人悲痛的消息。迭戈•马拉多纳（Diego Maradona），曾经最具天赋的足坛球员之
一，去世了。
尽管马拉多纳的控球技巧举世闻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技巧曾被用来构建史上最令人难忘的货币政策
类比之一。
回溯到 2005 年，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默文•金勋爵描述了阿根廷队在 1986 年世界杯上对英格兰队的两
个进球，以此来展示央行官员们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
两个进球都令人难忘，但原因不同。第一个进球被称为“上帝之手”，身高 5 英尺 5 英寸（约 1.65 米）
的前锋马拉多纳，用手把球攻入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战胜了英格兰门将彼德•希尔顿。金勋爵表示，这总
结了过去央行“神秘”的做法，“出乎意料，时间不一致，同时违反规则”。
至于第二个进球，来看金勋爵的描述：
马拉多纳从自己的半场狂奔 60 码（50 多米），击败 5 名英格兰球员，将球送入了英格兰队的球门。然
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马拉多纳几乎是在一条直线上奔跑。如果你在球场上跑直线，怎么可能连续越过
5 名球员？答案是，英格兰防守球员按照他们对马拉多纳进攻路线的预期作出了反应。他们预测马拉多纳
可能向左跑或者向右跑，结果给马拉多纳让出一条直线。
货币政策以类似的方式发挥作用。市场利率总是根据市场对央行行为的预期发生变化。近年来，英国央行
和其他央行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在不对官方利率进行大规模调整的前提下，央行也可以对经济发展路径
产生影响。它们径直向前奔向自己的目标。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原因在于金融市场并未预期利率一直保持
不变，市场参与者认为利率要么上涨要么下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心理预期足以稳定个人消费，而同期
官方利率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那场进球真是太漂亮了。
愿一名真正的足球天才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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