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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
美国，懦弱的恶霸
纽约时报 保罗·克鲁格曼 2019 年 3 月 7 日

这就是贸易战结束的方式。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空话连篇。
据多家新闻机构报道，美国和中国即将达成一项实质上结束贸易敌对状态的协议。根据报道中的协议，美
国将取消去年征收的大部分关税。中国方面将结束报复性关税，对投资和竞争政策做出一些改变，并指示
国有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
当然，特朗普政府会把这个协议吹嘘为它的胜利。事实上，这只是小题大做而已。
如报道所述，该协议无助于解决对中国政策的真正不满，它们主要和中国系统性地掠夺知识产权有关。它
也无助于解决美中贸易失衡——一个唐纳德·特朗普格外上心的头疼问题，尽管这问题本身存在误导。基
本上，特朗普会做出让步。
如果这是事实，它将重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情况。特
朗普曾谴责该协定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最终，由他谈判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
与之前的情况非常相似。我认识的贸易专家不是管它叫《乡下人协议》，就是管它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0.8》：基本上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样，但是比它更糟糕一点。
为什么总统一边宣称“贸易战是好事，很容易赢”，一边却又挥起了白旗呢？主要是因为，事实证明，要赢
得贸易战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特朗普钟爱的股市讨厌关于贸易战的想法。保护主义没有广泛的选民支持——事实上，在特朗普任内，公
众舆论变得更加支持自由贸易。而中国的报复对特朗普所依赖的投票群体造成了沉重打击，尤其是在农业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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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与中国的协议还没有最终确定。特朗普可能还得开辟另一条贸易战线，对抗欧洲汽车。《乡下人协
议》还在等待国会批准，如果得不到批准，特朗普会怎么做还不清楚。
尽管如此，虽然不是所有的贸易战都能在几个月内结束，但大部分贸易战看起来还是有可能结束的，甚至
是很有可能结束的。那么，回过头来看，这一切会不会像是一场短暂的风暴，没有什么长期后果？
不，不会。即使大部分关税取消，特朗普在贸易方面的好斗也对美国的声誉造成了持久的损害，进而对依
赖美国领导的全球经济造成了损害。
现在，关于我们，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样两件事。首先，我们不可靠——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实际上只相当于
一个建议，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总统什么时候会找借口来破坏它。其次，我们很容易被打败：总统可能会就
贸易问题作出强硬的表态，但那是一种典型的恃强凌弱，如果遭到挑战，他就会逃跑。
关于美国有多么不可靠，不妨参考现任政府对待加拿大的方式，加拿大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友好的邻国和最
坚定的盟友。尽管有几代人的良好关系和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还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征收
高额关税。这显然是似是而非的——事实上，特朗普本人基本上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辩护说，该关税是对
加拿大乳制品政策的报复（同样似是而非。）
世界得到了教训：美国不值得信任。这个国家对它最好的盟友实施制裁，而且只要它愿意，还会就制裁的
原因说谎，为什么要白费力气和这么一个国家制定协议呢。
与此同时，我们在同中国的对峙中突然退却，这表明我们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如果美国为了现实利益而
改变路线，那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装腔作势了那么半天，如此轻易就让步，这等于告诉世界，同美国打交
道不必真诚地讨价还价，只要威胁总统的政治基础就可以了，或许还可以提供一些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回
报。（我还在想着中国最大的银行在特朗普大厦租用的那些楼层。）
说到回报，专制政府比遵守法治的国家更有优势。中国似乎正摆脱特朗普的大部分关税；加拿大仍然面临
这些钢铁关税。
最后，通过破坏国际体系，美国正在让世界变成一个更糟糕的地方，对自己和对其他所有人都是如此。事
实上，后果马上就来了。
在同中国的农业补贴争端中，世界贸易组织让美国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但这个裁决结果可能毫无实际意
义，因为特朗普政府过去两年里一直诋毁该组织，并且破坏了本应负责执行世贸组织裁决的上诉机构，阻
挠它的法官任命，令该贸易法庭无法得到可以通过决议的法定人数。
让我们明确一点：不打贸易战比打贸易战好。但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协议上采取的方式，让我们比以前更不
受信任、更不受尊重、更虚弱。我们真是大赢家！
律师称 Cohen 曾指示其律师寻求特朗普赦免，与证词矛盾
WSJ Rebecca Ballhaus 2019 年 3 月 7 日

Michael Cohen 的律师周三表示，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简称 FBI)去年
春季搜查 Cohen 的办公室等场所后数周，Cohen 曾指示其律师询问获得总统赦免的可能性。Cohen 曾
担任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律师。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此前报道称，在 FBI 去年 4 月份突击搜查 Cohen 的住所、办
公室和酒店房间之后，Cohen 当时的律师 Stephen Ryan 曾与特朗普的律师讨论过赦免的可能性。熟悉
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总统的律师当时拒绝了给予赦免的想法，这些律师包括 Jay Sekulow、朱利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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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y Giuliani)和 Joanna Hendon。不过这些人士称，至少朱利安尼对总统未来或许会赦免 Cohen 的
可能性持开放态度。
Cohen 上周在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他从未请求获得特朗普的赦免，也不会接受特朗
普的赦免。
Cohen 的律师 Lanny Davis 周三称，在遭 FBI 突击搜查后的几个月里，Cohen 对获得总统的赦免持开放
态度。Davis 表示，在那段时间里，Cohen 曾指示其律师与特朗普的律师朱利安尼和为特朗普提供咨询的
其他律师探讨赦免的可能性。Davis 将与总统律师的讨论称为“有关潜在赦免的持续许诺。”
早在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前 华为就已被美国秘密监控
路透 3 月 6 日

去年 12 月华为 CFO 孟晚舟在加拿大意外被捕，使其迅速成为中美两个经济大国之间贸易战的核心人物。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路透表示，如果有助于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或许考虑干预孟晚舟案，两周之前他
再次对此做出暗示。
孟晚舟的律师周三在加拿大一家法院称，他担心针对孟晚舟的指控带有政治动机，并提到了美国总统特朗
普关于此案发表的言论。
但美国对华为涉嫌躲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调查却并非出于特朗普贸易战方面的考虑。根据路透采访的 10
位了解华为案调查的消息人士以及路透看到的相关调查文件，早在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前，华为的
活动已经受到美国当局的关注。
美国对中兴通讯进行多年调查之后，对华为的关注才增多起来，而且部分依据的是在机场从华为员工没收
的电子设备上的信息。
两名消息人士表示，关键点在 2017 年 8 月，当时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交由布鲁
克林的检察官领军追查华为可能涉嫌的银行诈欺指控。罗森斯坦因监督特别检察官穆勒对特朗普通俄门一
案的调查而出名。
15 个月之后，这个策略对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助了一臂之力。
美国对多家中国主要电信企业的调查起于路透六年多前的报导，当时报导内容详细描述了中兴通讯与华为
可能违反伊朗制裁规定，以及华为与 Skycom Tech 之间的密切关系。Skycom Tech 被怀疑是与伊朗有
生意往来的幌子公司。
华为发言人否认伊朗制裁案的指控，也未对路透提供进一步的评论。针对这些指控，孟晚舟已宣称自己清
白无辜。中兴通讯则未回应置评要求。该公司已于 2017 年认罪，坦承向伊朗非法输送美国商品。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 Nicole Navas Oxman 表示，政府对这些案件的追查“不受任何政治干预，依据证据与
法律规定追查这些刑事指控。”
**在机场搜寻证据**
根据她周五针对加拿大政府侵犯其权利提起的诉讼，孟晚舟 2018 年 12 月 1 日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转机时
被拦下。边防官员检查了她的护照并护送她到一个区域进行二次检查。
诉讼状指控称，在那里，她被要求交出两部手机、一部 iPad 和一台个人电脑，以及说出这些设备密码，
边境官员查看了设备中的内容。
路透无法确定在孟晚舟随身携带的设备中发现了哪些信息，但这并不是她和其他中国电信设备厂商的高管
第一次将此类财产交给边境检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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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华为和中兴通讯调查案以及孟晚舟事件的知情人士透露，在华为事件发生的前几年，当电信业高管
经过美国机场时，美国官员就在搜集那些可能影响调查案的信息。
例如，孟晚舟 2014 年初经由肯尼迪国际机场抵达美国。起诉书称，调查人员在她的一个电子设备上发现
了“建议谈话要点”，其中陈述了一些事项，包括华为与 Skycom 的关系是“正常的商业合作”。
根据一位熟悉状况的人士，当时孟晚舟在机场也接受了二次检查，她的电子设备被拿走；几个小时后设备
物归原主，她就被放行了。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2014 年 9 月 12 日对中兴通讯高管的另一次边境检查，也支持了美国调查
人员长久以来对华为可能如何与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非法做生意的怀疑。
该人士称，中兴 CFO 与一位助理从伦敦乘飞机抵达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后被拦下。
这位助理拿着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里面有中兴通讯一份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5 日的机密文件，文件由
四名高管签署，内容是需要成立幌子公司以便为被禁运国家的项目提供采购自美国的商品。
根据美国官员，在中兴通讯与美国的法律争端中，这次机场检查提供了不利于中兴的关键证据。但文件也
指出了一家名为“F7”的公司，以及该公司如何利用一家幌子公司作为其在受制裁国家合同的代理。据熟知
中兴和华为调查情况的人士称，F7 就是华为。
该文件于 2016 年 3 月发布在美国商务部网站，当时中兴通讯被列入限制从美国购买零部件的公司名单。
该文件发布后不久，纽约时报报导称，中兴通讯提供的 F7 描述与华为相符。
根据一份法院文件及一名熟悉华为相关调查情况的人士说法，一个月后，美国商务部发传票给美国华为，
要求提供有关该公司将美国技术出口给伊朗的信息。
**从中兴通讯到华为**
据一知情人士透露，随着中兴通讯案件告一段落，十几名来自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的人
员 2017 年 2 月 14 日在华盛顿开会，讨论该如何推进华为案。
上述知情人士补充称，布鲁克林检方讨论了华为与汇丰之间的关系。汇丰因为违反美国反洗钱法及制裁
法，因而被要求在 2017 年底前配合美国检方的任何调查。
2016 年底，汇丰开始针对华为进行内部调查。路透看过的文件显示，在该次会议后的数周乃至数月，汇
丰协助当局取得 Skycom 与华为往来的证据。调查发现孟晚舟于 2013 年与汇丰一名银行人士会面，之后
她交给该名行员一份简报文档，美国起诉书中声称，文档关于华为对 Skycom 的掌控做出不实陈述。
汇丰控股对路透称，已经应司法部的要求提供了信息。
与此同时，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寻求对华为展开更加传统的出口管制调查，包括路透在 2012
年的报导中披露的，针对华为试图向伊朗非法出口计算机的指控。
2017 年 4 月就有大陪审团向华为的美国子公司发出传票，这是华为收到的有关调查转向刑事层面的首个
清晰信号。
检方称，了解到这一消息后，华为将了解伊朗交易事宜的驻美国员工调离，并隐匿和销毁了证据。检方
称，孟晚舟和其他华为高管也开始避免前往美国。
2017 年夏末，据两位了解华为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称，罗森斯坦选择在布鲁克林提出指控，华盛顿特区
检察官办公室退出此案。当时布鲁克林已经在与司法部的反洗钱部门合作。国家安全部门也和布鲁克林检
方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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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家表示，由于大部分有关美国商品非法进入伊朗的证据，据推测都不在美国当局的管辖范围内，因
此从银行欺诈方面入手可能是进行起诉的较快途径。他们并表示，比起违反出口管制或制裁，银行欺诈指
控更有可能导致相关人员被其他国家逮捕并引渡至美国。
孟晚舟及华为被控银行及电信欺诈。起诉书显示，孟晚舟在 PowerPoint 简报中的“许多不实陈述”是对她
本人提出指控的关键。
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接手此案 12 个月后，检察官秘密取得了对孟晚舟的逮捕令。
在不到四个月后，他们得知孟晚舟在 12 月 1 日前往墨西哥的途中，会在温哥华转机，要求加拿大方面在
机场予以逮捕。
意大利拟参与“一带一路”，引发盟友担忧
纽约时报 2019 年 3 月 7 日

意大利的一个无疑会令美国官员及欧盟领导人惊愕的举动，似乎表明它已经做好准备，要帮中国把它庞大
的全球基础设施扩展到西欧腹地，此举属于北京在全世界推进其经济利益和影响力的一项全面计划。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米凯莱·杰拉奇(Michele Geraci)周三接受采访时称，意大利同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展开合作的第一步，将是在中国主席习近平本月访问罗马时签署备忘录。
“我们到今天为止还不是百分百确定，”杰拉奇说，他是该协议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但我认为可能性很
大。”
如果意大利走出如此鼓励中国投资的一步，那么在作为世界最富有经济体的七国集团中，它将是第一个积
极参与北京在全世界建设货柜枢纽、推动其自身经济增长行动的成员国。
近几个月来，驻意大利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已向意大利新政府领导人表达了对于此类协议前景的担忧。杰拉
奇称，在决定推进这一行动之前，他和其他官员慎重考虑了这些担忧。
在周三被问及这份潜在协议时，美国驻罗马大使馆的一名官员提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发言人加雷特·马奎斯(Garrett Marquis)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言论。马
奎斯在评论中称，“我们怀疑意大利政府的背书是否会给意大利人民带来任何持久的经济益处，长期来看
它最终可能会损害意大利在全球的名声。”
杰拉奇指出，和美国相比，当前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少之又少，他也在寻求缓和对中国掠夺性意图的担
忧。
“我非常了解中国，我们也比其他人更能察觉任何风险，”他说。
他还表示，这些对意大利的港口进行的预计在几亿欧元的投资基本上是微不足道。
“我们压根没有到扭转地缘政治轴心的份上，”杰拉奇说，他强调协议中没什么能让意大利偏离与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或欧盟的结盟。
他表示，通过同中国在基建上的合作，意大利将得以向中国出口更多时装、机械、食品、化工及其他商
品。意大利背负着巨额债务，经济陷入零增长。他表示意大利当前对中国的出口与德国和法国相比相形见
绌。他称法国对中国的红酒销量是意大利的七倍，即使爱尔兰对中国的食品饮料出口也更多。
这些国家一直在十分积极地推进与中国的贸易，但对“一带一路”在他们国家的投资也一直保持警惕。
在中国公司——它们往往与北京政府有密切的关联——购买了汽车制造商戴姆勒(Daimler)、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及德国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的大量股份之后，德国及其他国家也对外国投资设
置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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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欧盟投票通过一项规定，赋予各国更大的权力来审查和阻止外国投资，尤其是得到外国政府支持的
投资，意大利投了弃权票。这项规定制定时肯定是考虑针对中国，但如果各国希望引入外国资金，它并不
会阻止。
欧洲领导人对中国投资的抵制行动或许已经放缓，但并未停止。根据咨询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和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本周发布的一项研究，
2018 年，中国企业在欧盟 28 个国家中的直接投资为 173 亿欧元（合 196 亿美元），下降了 40%。
这一下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由于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企业的购买力下降。然而研究发现，中国在
德国的投资依然增长了四亿欧元，达到 21 亿欧元，去年，中国企业收购了德国一家制药公司和一个汽车
行业供应商。
在较为贫困、渴望获得投资的东欧国家，中国资金仍然受到欢迎。中国资金正在改善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
德之间的铁路线，以及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设施。
根据这项研究，在东欧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国投资去年从 30 亿欧元降至 20 亿欧元。自 2000 年以来，
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大约合 70 亿欧元，相当于对德国投资的三分之一。匈牙利吸引了 24 亿欧元的投
资，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东欧国家。
意大利东北部的的里雅斯特、利古里亚海岸的热那亚以及靠近非洲的西西里城市巴勒莫都有中国感兴趣的
港口，中国在这些地方进行了大量投资。
“这些港口的共同优点是最接近非洲，”杰拉奇说。“但又不位于非洲。”
目前，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港口是雅典城外的比雷埃夫斯港，由中国国有航运集团中远集团控制。意大利
希望参与其中。杰拉奇说，热那亚港口官方本周已经在着手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成立一家新公司的交易，
其框架协议尚未达成。
“我们增加贸易价值的途径之一是首先增加”来自中国的投资，他说。“它们是通过这些一带一路备忘录完成
的。这是一片投资沃土。”
周三，意大利总统塞尔吉奥·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的办公室证实，他将于 3 月 22 日在罗马与习近
平举行会晤，并于当晚举行国宴。习近平还计划会见朱塞佩·孔蒂(Giuseppe Conte)总理。杰拉奇说，中
国领导人还表达了访问巴勒莫的愿望。
杰拉奇在中国教了 10 年经济学，写过金融专栏，2018 年被民粹主义领导人、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
维尼(Matteo Salvini)召回意大利，在政府任职，重点关注中国问题。在他逗留中国期间，其他意大利官
员似乎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更多好感。
2017 年 5 月，时任意大利总理、民主党人保罗·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是出席北京“一带一路”会议的
少数西方领导人之一。
“意大利可以在这场中国非常关心的大型活动中扮演主角，”真蒂洛尼当时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好的
机会，我的出席说明我们有多么重视它。”
但真蒂洛尼是欧盟的支持者，认为应该保持统一的欧洲阵线，他最终没有批准意大利参与这个基础设施建
设倡议的合作。
目前控制意大利政府的民粹主义者不时与布鲁塞尔发生冲突，他们似乎对维持这种团结不太感兴趣。
“最大的变化是我们想做事，”杰拉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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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集团计划撤销对流亡商人郭文贵的诽谤诉讼
WSJ Cezary Podkul 2019 年 3 月 7 日

中国综合企业海航集团(HNA Group)对法院表示，计划撤销对现居纽约的中国流亡商人郭文贵的诽谤诉
讼，海航称，这起诉讼现在会分散该公司的注意力。
郭文贵曾在 2017 年表示，海航由一位中共高官及其侄子秘密持有。这一言论促使海航提出至少 3 亿美元
的赔偿要求，称“虚假和诽谤言论”损害了该公司业务和声誉。
郭文贵曾表示，海航集团股东包括中国时任最高反腐官员王岐山的侄子姚庆，并称王岐山才是其侄子所持
股份的真正持有人。
海航的律师在周一提交给纽约州法院的文件中表示，郭文贵的言论“现已不受公众关注”，且该公司已得出
结论，即起诉会毫无必要地分散该公司对关键业务优先事项的注意力，包括出售非核心资产和降低债务负
担。海航于 2017 年 8 月提起这项诉讼，其律师已要求法官批准撤销该诉讼的动议。
在当时，郭文贵抛出的未经证实的爆炸性说法令海航头疼不已，该公司当时正在美国和其他地区疯狂收
购，吃进了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AG, DB)和希尔顿(Hilton)连锁酒店等公司的大量股份。贷款人开
始对海航所有权提出质疑，一些机构停止承销海航交易。其美国并购交易也受到了监管机构和国会议员的
更严格审查。
海航表示，王岐山及其侄子都不是海航的秘密股东，并披露了所谓的真正所有权结构，其中包括两个大型
慈善组织，共持有海航集团约 52%股份。但这种结构引发了更多关于其所有权的疑问。
出于对所有权的担忧，高盛集团叫停了为海航旗下一家中资公司筹备上市的工作。《华尔街日报》2017
年 9 月份报道称，出于类似担忧，美国银行也选择不继续推进这项交易。
郭文贵瞄准海航是他详尽爆料中国政商精英腐败情况相关行动的一部分。他在周二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所
说的有关海航的一切都属实，在他指称海航跟王岐山有关系时，并没有诽谤该公司。海航的律师在向法庭
提交的文件中表示，海航仍然相信其提起的诽谤诉讼是有法律依据的。海航的一位发言人表示，除了这份
提交给法庭的文件外该公司没有任何评论。
海航在收购了价值逾 400 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时累积了巨额债务，引来中国政府的详细审查。政府对经济
放缓之际资本加快外逃日益担忧。过去一年，海航一直在政府的强制要求下出售海外资产，包括出售位于
纽约的房地产以及减持其在德意志银行的股份。
然而，这家负债累累的企业集团在偿还所发行投资产品的债权人和个人投资者方面一直在拖欠。海航今年
还加大力度减持其在多家国内银行和信托公司中持有的股份，以专注核心航空业务。
海航还开始出售在一些航空公司中的持股。该公司本周表示，计划出售其在中国内地上市的海南航空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Hainan Airlines Holding, 600221.SH, 简称﹕海航控股) 不超过 1%的股份。香港的国泰
航空有限公司(Cathay Pacific Airways Ltd., 0293.HK, 简称﹕国泰航空)本周表示，正在讨论涉及海航支
持的香港快运航空(Hong Kong Express Airways Limited)的收购交易。
宏观经济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 GDP 被高估约 12%
英国《金融时报》 吴佳柏 上海报道

根据一项新研究，中国真实的经济规模比官方数据小了约 12%，近年来中国真实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也
被夸大了约 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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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本周四发布的这份研究报告中的种种发现，强化了
长期以来外界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怀疑。
这还加剧了外界的一种担忧，即中国放缓的程度比政府承认的程度更为严重。即使只看官方数据，去
年中国 6.6%的经济增长率也是自 1990 年以来最低的增速。
这份报告的分析范围涵盖 2008 年到 2016 年，因此并不包括对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和
经济规模的估测。但如果就如作者们对 2016 年的估计，2018 年的 GDP 也被高估了同样的程度，就
意味着 2018 年中国真实的 GDP 数值比官方公布的 90 万亿元人民币低 10.8 万亿元人民币（合 1.6
万亿美元）。
作为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遗产，中国政府重视数字目标，这使 GDP 增长成为了一个具有政治敏感
性的数字。中共对地方干部的业绩考评，主要是依据这些干部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
以谢长泰(Chang-Tai Hsieh)为首的报告作者们说：“由于地方政府能靠实现增长和投资目标而获得奖
励 ， 他 们 有 动 力 扭 曲 当 地 统 计 数 据 。 ” 谢 长 泰 是 芝 加 哥 大 学 布 思 商 学 院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经济学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U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助理研究员。
多年来，中国省级 GDP 的总和一直超过全国 GDP 数据，明确表明地方数据统计存在夸大。中国国家
统计局此前曾承认，“一些地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时有发生”。2017 年，中国中央政府曾指责中国
东三省数据造假。
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突显出中国国家统计局是如何难以调整地方官员上报的虚增数据的。分析发现，
中央政府对地方数据的调整在 2007 年至 2008 年之前大多是准确的，但“在此日期之后似乎就不再准
确了”。
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表示，它将在 2019 年开始加强对省级数据收集的控制，以消除地方和全国数据
之间的差异。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经济学教授、报告合著者之一宋铮(Michael
Zheng Song)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国家统计局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消除地方政府增加的假数据，
但它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也没有正确的激励措施。指责国家统计局编造 GDP 数据是不公平的。”
经济学家们利用增值税征收数据来调整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 GDP 增长数据。他们认为，自 2005 年
以来通过计算机系统编制的税收数据很难被作弊和篡改。
宋铮表示，他与国家统计局和税务总局的现任和前任官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包括曾经担任过国家统
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和副局长的许宪春。
“我当时非常担心（许宪春）会不高兴，但最后他很高兴。他对我说，‘你做了认真的工作，我很感
谢’。”
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2008 年至 2016 年期间中国名义 GDP 增长的官方数据平均每年被夸大 1.7 个
百分点，这使得 2016 年经济规模比官方数据低 12%。
他们估计，同期 GDP 实际增长数据被夸大了两个百分点。但宋铮告诫称，他和其他报告合著者对实
际 GDP 增长的估计不如名义数据那么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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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总体数据之外，报告还发现投资和工业产出数据被严重高估，而消费和服务业的官方数据则较为
可靠。
近年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决策领导人都不再强调硬性的 GDP 目标。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本周二中国一年一度的橡皮图章式议会开幕时宣布，2019 年 GDP 增长目标为 6%6.5%。
北京咨询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经济学家陈龙表示：“环境污染等因素在评估地方
官员方面变得更加重要，因此 GDP 的相对权重下降。但它仍然很重要 ——如果他们说 6%到 6.5%，
你仍然需要实现这一目标。”
行业/公司
电动风潮席卷日内瓦：奥迪的一石三鸟和脱缰之马
车云网 2019-03-06

第 89 届日内瓦车展，按照传统，法拉利 F8 Tributo 和布加迪的 La Voiture Noire 等超跑首发。但眼花
缭乱的同时，本次车展中已有一数的车企将发展重心移至新能源汽车领域，且其中不乏有望引入国内或计
划国产的选手。
一、奥迪，代表作：Q4 e-tron
本届日内瓦车展上，奥迪携旗下四款插电式混动车型
与两款纯电动概念车一同登场，值得关注的是，未来
该品牌的插电式混动车型尾部标识将更改为“数字
+TFSIe”，而纯电动车型仍将沿用“e-tron”标识。
奥迪带来的四款插电式混动车型分别为 A6L 55
TFSIe、Q5 55 TFSIe、A7 55 TFSIe 和 A8L 60
TFSIe，虽然均为新能源车型，但四款车型的外观与内
饰造型，仍与相应系列的燃油版本保持高度一致，区
别则体现在保留车身右侧油箱口的同时，在左侧增加
了充电接口，且仪表盘样式稍有区别。
动力方面，上述三款“55 TFSIe”插电式混动车型，均搭载 2.0TFSI 汽油发动机及永磁同步电动机，锂离子
动力电池组则由 104 个电池单元组成，并分为 8 个模块，总容量达到了 14.1kWh，而传动系统则由 7 挡
S tronic 变速箱担任，并有望提供 quattro ultra 全时四驱系统。
据资料显示，Q5 55 TFSIe 车型 WLTP 标准下的纯电动续航里程或不低于 40km。此外，本次参展的 A6L
55 TFSIe 车型为一汽-大众奥迪的国产版本。
A8L 60 TFSIe 车型搭载 3.0T V6 发动机与永磁同步电动机，综合输出将达 443 马力，并可提供 699N·m
峰值扭矩，不过目前该车的传动系统详细信息尚未公布，但据车云菌推测，该车依然将列装 quattro 全时
四驱系统。
反观纯电动车型阵容，已在去年洛杉矶车展首发的 e-tron GT 概念车，将和保时捷 Taycan 共享动力总
成。作为一款四门轿跑车型，e-tron GT 概念车将借助前后双永磁同步电机实现四轮驱动，从目前报道来
看，其综合输出功率将达 434kW，0-100km/h 加速时间锁定在 3.5 秒内。位于车身底部的 90kWh 动力
电池组，将为该车带来不低于 400km 的续航能力（WLTP 工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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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一提的当属全球首发的 Q4 e-tron 概
念车，该车不仅标示着奥迪未来纯电动车型
的设计方向，更是该品牌首款基于 MEB 纯
电动平台打造的车型。其中前后轴驱动电机
分别采用交流异步和永磁同步电动机，综合
输出功率为 225kW，并拥有 460N·m 峰值
扭矩，而容量为 82kWh 的电池组位于车身
底部，在 WLTP 标准下，该车最大续航里程
为 450km。
按照 MEB 平台的设计标准，Q4 e-tron 具
备在 30 分钟内将电池电量充至 80%，且电
池组可适配 125kW 直流快充设备。
不仅如此，日前更有相关媒体称，量产版奥迪 Q4 e-tron 有望于 2020 年落户“上汽奥迪”。目前，大众
MEB 平台已分别计划落户于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两家合资公司，因此 Q4 e-tron 最终花落谁家都不存
在技术难点。
回想 2018 年上汽大众新能源汽车工厂开工仪式上，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在发言中表示“上汽大众 MEB 工
厂以后将生产奥迪、大众、斯柯达品牌的纯电动车型”，也印证了此次“Q4 e-tron 落户上汽奥迪的说法”。
点评：WLTP 压力下的“应急制作”与中国战略一石三鸟
此次奥迪推出了一系列众多的深度触电产品，可以说是新 WLTP 标准下的“应急制作”，毕竟在全新的
WLTP 标准下，为 NEDC 标准应运而生的传统小排量涡轮增压技术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但为了在新标
准下寻得一个“缓冲期”，全面触电已经成为奥迪、大众系的唯一选择。
而 Q4 e-tron 将落户上汽奥迪，可谓是支撑奥迪在中国“独立”的全新平衡点和业务支点。一方面，“上汽
奥迪”如果最终落地，“南北大众”将分别拥有三个合资品牌，并在品牌定位、产品定位和车型布局等层面实
现对等。
而且，如果“上汽奥迪”成为奥迪在新能源领域（纯电）的破发点，有望彻底撇清与一汽奥迪现有业务的竞
争局面，使奥迪的合资结构从重复竞争变成差异化竞争，相比较于大众的合资结构更加合理。
此外，如若“上汽奥迪”可以落地，还能实现“刺激”一汽奥迪的活力，提高相对于宝马和奔驰的竞争力；毕
竟在经历过“上汽奥迪”的初期风波之后，一汽奥迪在 2018 年再次卫冕国内豪华车市场单一品牌销量冠
军，进口车和国产车的销量均大幅度增长，也直接证明“上汽奥迪”项目的存在意义及不可或缺性。
当然，南北奥迪展开竞争，也有助于奥迪中国增强自己的话语权，统筹整个奥迪在中国的宣传、营销和战
略制定层面的资源分配。毕竟在之前的单一合作模式中，奥迪中国相比较于一汽大众·奥迪的存在感已经
弱得可以忽略不计了。
不过，一汽奥迪也不会轻易给自己的竞争对手创造空间，据说今年一汽奥迪销售公司落户杭州的事宜也将
确定，此举无疑会给“上汽奥迪”在诞生之初就面对更多压力。
二、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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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车展中，伴随全新 330e iPerformance、X5
xDrive45e iPerformance、X3 xDrive30e 以及
745e 等一些列车型首登车展舞台，形成了宝马品牌
共有六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产品架构，其中新一
代 X1 的 PHEV 版本已在国内实现量产。
按照计划，截至 2025 年宝马旗下的新能源车型将增
加到至少 25 款，而基于现款 X3 打造的纯电动车型
（iX3）有望于 2020 年上市，且计划引入国产， i4
与 iNEXT 也将紧随其后加入宝马新能源车型阵容。
值得一提的是，宝马将在多款车型的 PHEV 版本中，引入第二代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以 330e
iPerformance 为例，在 2.0T 汽油发动机与 80kW 电动机共同作用下，该车最大输出功率将达 185kW，
并拥有 420N·m 峰值扭矩，开启 XtraBoost 模式后的 6 秒内，可将系统综合输出功率增加至 215kW，与
之匹配 8 挡手自一体变速箱。借助 12kWh 的动力电池组，该车纯电动续航里程为 60km，官方公布的百
公里综合油耗为 1.7L。
首发亮相的 X5 xDrive45e iPerformance 车型搭载 3.0T 直列六缸汽油发动机与最新的 eDrive 技术，系
统综合输出达到了 290kW，NEDC 标准下该车纯电动续航里程为 80km。
综合目前国内外媒体曝光的数据来看，基于 CLAR 平台打造的 X3 xDrive30e 有望采用 2.0T 汽油发动机+
电动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动方案，综合动力输出或与“330e”车型相近。
作为新款 7 系车型的 PHEV 版本，除了标准轴距的 745e 车型外，宝马还推出了 745Le 和 745Le xDrive
车型，动力系统或与 X5 xDrive45e iPerformance 车型相近，210kW 的 3.0T 六缸发动机与 83kW 电动
机，可产生 290kW 的综合功率，标轴、长轴和长轴四驱车型的纯电动续航里程分别为 54-58km、5255km 及 50-54km。重点在于，该车在使用 3.7kW 慢充设备时，将电池充满需要 4.4 小时。
点评：电动路上的脱缰之马
从 i3、i8 到众多的插电式混动车型，宝马在布局新能源车型领域的步伐在持续加速，而计划中的 iX3、i4
等车型，无疑会推动宝马深耕纯电动汽车市场。当然，将更多的宝马新能源车引入国内市场可谓是大势所
趋，不难看出这个曾经深爱赛道与自吸发动机的品牌，正在向新能源全力迈进。
三、奔驰
在本届日内瓦车展上，奔驰正式发布了 EQV 概念
车，作为基于现款奔驰 V 级打造的纯电动 MPV 车
型，其外观与内饰在沿袭原作的基础上，增加了众
多“EQ 元素”，而 MBUX 信息娱乐系统的导入，让
EQV 成为了奔驰智能车机家族中的一员。
据相关报道，有望在 9 月的法兰克福车展亮相的
量产版 EQV，将与 EQ 系列其它车型共享动力系
统，其中包含 150kW 的前桥电动机及容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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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kWh 的锂电池组，预计最大续航里程将达 400km，并可在快充状态下 15 分钟内充满电池电量的
62%。
有别于奔驰家族的轿车阵营，V 级的定位明显更倾向于商务用途，而 EQV 的亮相与计划投产，则标示着
奔驰向纯电动商用车领域的探索，加之其拥有较大的车身尺寸，以放置容量更大的电池组，在快步迈向电
气化的今天，EQV 的前景将不可限量。
点评：
相较于奥迪在被 WLTP 搞得焦头烂额不得不推出插电混动临时救急，外加用 Q4 e-tron 撬动中国市场版
图寻求自我变革的大手笔；以及宝马坚定不移地推进电动化战略的多线开花，奔驰这个汽车的发明者确实
在本次车展上淡定得让人纳闷。
难道这预示着奔驰正在蓄力，将在未来有什么大动作吗？
四、大众/斯柯达/西雅特
车云菌为什么将大众、斯柯达和西雅特三大品牌“合并”？
原因在于 MEB 平台，大众 ID .Buggy 概念车、斯柯达 VISION iV 概念车及西雅特 EL-BORN 均基于
MEB 平台打造，造型迥异搭配相似的底盘与动力系统，足以展现 MEB 平台在产品层面的高通用性与拓展
空间。

重点在于，大众集团近日宣布向其它厂商开放 MEB 平台，除了该平台本身的技术优势外，我们更应看到
大众集团从旗下品牌产品输出，逐步走向整体技术输出的关键转折，相比大力颠覆零售现状，在平摊研发
成本并让“成果”的利润最大化方面，大众似乎给出了不同答案。
五、本田
Honda e Prototype 可视为 Urban EV 概念车的量产版
车型，其外观与内饰造型基本保留了概念车设计元素，
重点在于，隐藏式门把手、虚拟后视镜甚至串联式中控
台等实现量产，为日后的本田车型增添了更多“可能”。虽
然官方尚未透露其动力信息，但可以确定的是，该车将
基于电动车专属平台打造并采用后驱布局，续航里程有
望超过 200km，利用快充设备可在 30 分钟内将电池电
量从 30%充至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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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田在 2019 日内瓦车展上还正式发布了 Tomo 概念车。与此前外媒报道相同，该车定位于微型纯
电动皮卡，并主打年轻用户市场，其外观融入了大量 Urban EV 概念车设计元素，圆润、可爱且不失家族
风格，“玩味”可谓是 Tomo 概念车的核心。
作为本田迈向新能源领域的重要标志，Honda e Prototype 与 Tomo 概念车，不仅为我们描绘出该品牌
未来产品的样子，更象征着本田在电气化与生活乐趣间的不妥协，希望国内市场能够成为“Prototype”年
底登陆欧美地区后的新目标。
六、标致
作为新一代 208 车型的纯电动版本，标致 e-208 同样基于 CMP 平台打造，小巧却有些张扬的造型与其
自身定位不谋而合，有别于燃油版车型，e-208 的进气格栅选用蓝色点缀，而内饰方面并未进行太大变
动。该车将装备可输出约 100kW 功率和 260N·m 扭矩的电动机，WLTP 标准下，其采用的 50kWh 电池
组可支持该车最多行驶 340km。
标致 508 高性能版虽以概念车身份亮相本届日内
瓦车展，但其已相当接近量产状态，有别于单一
提升动力打造高性能车型的传统路线，该车通过
换装由 PureTech 200 发动机、80kW 前桥电动
机和 150kW 后桥电机组成的 PHEV 系统，在实现
综合输出 294kW 最大功率+500N·m 峰值扭矩的
同时，还实现了四轮驱动并让 WLTP 工况下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维持在 49kg/km。展现强悍性能的
同时，其排放水平也能够让人满意。
伴随 e-208 与 508 高性能版车型亮相日内瓦
车展，标致，或者说 PSA 集团的电气化进程
也初现曙光。结合此前外媒报道，该集团在将
陆续在 DS7 等车型中引入插电式混动系统，
以加速自身的电器化进程，同时还将着手提升
旗下产品在质量与品质层面的表现，并计划用
“焕然一新”的表现提升市场份额。反观国内市
场，或许缠绕在 PSA 集团身上的“问题”不局
限于质量层面，但“技术引入”却是值得考虑的
选择。
七、Jeep
本次亮相的自由侠和指南者 PHEV 车型，均基于现款车型打造，除了车身左侧增加充电接口外，细节方面
也有些许调整，而动力系统则保持一致，均为 1.3T 发动机+电动机组成的 PHEV 系统，并可实现纯电动
行驶 50km。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侠 PHEV 和指南者 PHEV 的动力输出或分别为 141-178kW 与
176kW，且均有望提供四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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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Jeep 家族的两款 PHEV 车型的动力参数尚未完全公
布，但考虑到两款车型均有国产版本在售，本次发布插电
式混动车型，不免让人联想到 Jeep 是否会发力国内新能源
车市场，毕竟伴随“双积分”政策落地，广汽菲克的压力可想
而知。
小结：
本次日内瓦车展不容忽视之处在于，纵观各大车企在新能
源领域的进展，部分车企已从出售整车逐渐向“技术获利”的
路线上转变。
以插电式混动和纯电动为首的新能源车型，再次成为了国际车展的重头戏，且其中部分车型或技术或将在
未来引入国内。
在车云菌看来，顺势而为与引领潮流最终的结果将会有所差异，不过就现阶段而言，如何在电气化时代真
正来临之前完成市场布局，恐怕是各大厂商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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