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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
中国提出贸易协议妥协方案
纽约时报 2019 年 3 月 11 日

周六，一名中国高级贸易官员呼吁美国和中国作出妥协，使得贸易协议更容易在今年春天达成。但这也可
能导致一项更脆弱的协议，如果贸易摩擦再次抬头，该协议可能很快破裂。
在过去的一年里，两国贸易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一直是特朗普政府对所谓执行条款的要求，它说，中国
要想减少特朗普总统去年对中国 2500 亿美元进口产品征收的额外关税，就必须接受这项措施。
在执行机制下，如果美国认定中国没有实现在贸易谈判中同意的经济结构性改革，美国就可以重新征收关
税。过去一个月，政府还推出了一项更广泛的执行机制，包括一旦从中国进口的任何类别产品出现激增，
便可重新对其征收关税的权利。
中国官员强烈反对强制执行条款的想法。他们担心，特朗普政府或未来政府可以随时动用它来重启贸易摩
擦。
但中国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谈判的副部长王受文于周六上午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一个可能的
妥协方案。他表示，中国可以接受这样一项协议，它赋予双方在协议达成后向对方采取贸易行动的平等权
利。
“任何实施机制都必须是双向的、公平的、平等的，”王受文用中方选择的说法来称呼这项执行机制。他是
在中国走过场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期 11 天的会议上，为中国商务部高级官员举行的年度新闻
发布会上说这番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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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受文没有谈到执行机制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正是该问题令美中产生了严重分歧。特朗普政府希望获得单
方面重新征收关税的权利，中国商务部倾向于建立一个漫长的双边磋商过程，以解决任何一方的不满情
绪。
关于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是否会在佛罗里达州会面，以达成一项贸易协议，王受文没有回答
这个问题。由于在执行机制，以及中国在补贴高科技制造业能力问题上可接受的限制存在分歧，该峰会的
初步计划一直不能确定。
如果双方就一项涵盖进口激增的执行条款达成一致，这对美国可能比对中国更有用。
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财政部经济学家、现就职于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的布拉德·塞瑟尔(Brad Setser)研究发现，过去几年美国制造业出口普遍停滞，这可能是美国竞争力下降
的一个迹象。相比之下，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出口一直在飙升。
中国希望美国取消特朗普去年征收的所有额外关税。这样，中国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产品平均征收
7.5%的关税，而欧盟和美国的平均关税分别为 5%和 3%。
中国声称它仍是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不应遵循和西方一样的贸易规则。商务部长钟山在周六的新闻发布会
上称，世界贸易组织——特朗普政府在寻求对该组织进行大调整——的任何改革都应该尊重发展中国家
的不同需求。
在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强大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肖亚庆否认了西方普遍持有的看法，即
中国大力补贴其国有企业，包括它们的出口。“国有企业是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他说。
特朗普已承诺将达成有力的协议，其将解决随着北京方面日益对美国构成地缘政治挑战，美国对中国不断
增长的贸易赤字。中国已建起了世界最大的海军，在中国南海一片群岛的人工岛屿上修建了空军基地，并
已试图推广其一党专政和国家领导的经济增长组合模式，作为全球范围内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的替代选
择。
但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去年进一步增加。国会民主党人近期在贸易问题上对特
朗普提出了日益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为达成协议，已变得太过乐意接受一份软弱的协议。
“总统针对中国是对的，”纽约州民主党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周五称。“如果
特朗普总统现在只为给媒体一次拍照的机会或，在中国的采购上取得一些短暂的改变而后退，那将是功败
垂成。”
特朗普和他的顾问周五继续摆出强硬姿态，总统甚至预测如果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股市会出现大跌。
“如果这不是个好的协议，我们就不签，”他补充说。
周五在 CNBC 上发言时，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
谈及特朗普近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朝鲜核武问题的谈判，这场谈判未达成协议便戛然而止。
“你们看到他离开了和朝鲜的谈判桌，”库德洛说。“我只是说，那是个指明方向的时刻，它可以适用于贸
易，我不是在预测。我只是在说，它必须是个对美国有利的协议。”
“如果它不合乎标准，美国将坚守它的立场，这一点你可以相信我，”他补充说。

2

王受文称，上月在华盛顿的贸易谈判已取得进展——且至少有过片刻的和谐。中国副总理刘鹤叫了份汉
堡，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E·莱特希泽(Robert E. Lighthizer)点了中国菜——茄子鸡丁。王受文说两人都
没要茶和咖啡。
“喝的都是白开水，这就是要找共同点，”他说。
全球央行进入风险管理模式
WSJ Jon Hilsenrath / Nick Timiraos 2019 年 3 月 11 日

为防止全球经济意外陷入衰退，全球央行政策正在发生大反转。
经济放缓以及去年金融市场承受的压力令央行决策者感到震惊，他们比预期更快地叫停了加息，甚至有些
开始放松货币政策。
眼下许多央行腾挪空间受限，一旦经济遭受冲击，可用于缓冲的政策工具已经少之又少。
不过，总体来说，经济学家表示，央行决策者已经降低了市场风险，帮助改善了金融状况，应可以推动经
济扩张势头至少延续到 2019 年底。目前美国和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已经保持了接近 10 年或者更久，而欧
洲和日本经济增长则是脆弱和短暂的。
政策反转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开始。六个月前，美联储官员还认为，今年将上调短期
利率三次，到 2020 年政策利率将接近 3.5%。但近来美联储官员暗示，他们已经暂停加息，短期利率目
前略低于 2.5%。他们的行动和表态强烈暗示，这一轮加息可能已经结束。
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经济学家 Jan Hatzius 表示，去年市场巨震之后美联储政策的转向改变了本轮
经济扩张的走势，有助于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
他表示：“美联储（去年）试图逐步收紧金融环境，然后发现紧缩的规模和速度都远超其预期。”他现在的
预期是，美国经济今年年初的增长会受到严重拖累，然后年内会逐步改善，而他之前的预期是稳步放缓。
Hatzius 称：“或许一年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不过是一次暂停，最终不会给结果带来很大改变。”
美联储采取更宽松的立场减轻了其他央行的加息压力。摩根大通(J.P. Morgan)经济学家现在对巴西利率
的预期较几个月前低了两个百分点。这些经济学家预计印度会降息，澳大利亚也会下调利率，同时加拿大
和英国也会推迟加息。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 Bruce Kasman 称：“我们显然看到宽松倾向的范围正在扩大。”
欧洲和日本的情况表明，央行几乎没有犯错的空间。欧洲央行上周将 2019 年通胀预期从 1.6%下调至
1.2%，远低于其 2%的目标。该央行还将经济增长预期从 1.7%下调至 1.1%。
在正常情况下，当面对通胀率远不及预期且经济增长前景恶化时，央行会采取降息措施。但是欧洲央行目
前的短期利率目标已经是负值，而且现在重启一项三个月前才结束的购债计划的空间有限。欧洲央行称，
该行将推迟加息，同时扩大一项特别银行贷款项目的规模。但 Kasman 认为，目前而言，这一举措的力
度不够。
他表示，欧洲央行正在采取行动，但该央行有限的政策工具使得其处境相当危险。
由于央行决策者的犯错空间有限，因此相较于过去几十年而言，他们对于经济增速或通胀率放缓程度可能
大于预期的信号更加敏感。他们把这种谨慎态度称为“风险管理”心态。央行决策者利用加息来抗击通胀加
速上升的空间是无限的，但是利用降息来抗击通胀放缓的空间几乎等于零。因此，他们正采取一切可能的
措施来避免出现这种令自己束手无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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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教授、前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 Kristin
Forbes 称，看到各央行已相当迅速地对数据变化做出了政策调整，这确实降低了一些下行风险。
美国前财长兼白宫顾问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上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的
文章中称，如今这种风险失衡可能已成为经济格局一个根深蒂固的特征。他表示，既不刺激也不制约经济
的中性利率较上一代下降了三个百分点，进一步有序接近零水平。这意味着各国央行多年中可能处于高度
戒备状态。
从某些方面看，这种情况反映了三年前引发全球央行同步放松政策的全球经济放缓。当时也是美联储率先
行动，取消了加息数次的计划，仅在 2016 年年底加息一次。
现在的情况则非常复杂，因为涉及到大量政治不确定性，如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与中国的贸易对
抗以及英国脱欧计划。
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首席经济学家 Lewis Alexander 表示，现在与 2016 年的情况完全不同，
几十年来非常稳定的国际政策体系可能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稳定。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全球经济前景面临的又一个不确定性。中国的决策者也在努力刺激经济增长，着重于
财政政策。但他们也有诸多顾忌，担心大规模刺激措施可能会导致举债过多，这从长远来看将损害中国经
济。
简而言之，在各国央行的最新政策转向之后，这种风险也许会减弱，但却很难消失。
宏观经济
美联储：乱局中的妥协 2019 年全年料将仅加息一次
路透社 作者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钱智俊 2019-03-11

正值美联储立场软化剧变之际，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 2 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仅 2 万人，创下 17 个月
新低。这一消息进一步加重了市场疑思：本轮美联储由“鹰”转“鸽”，究竟会在时间和程度上行至何处？
我们认为，理清这一问题，首先要明辨美联储所处的双重决策乱局：第一，看似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却撬不
动通胀，加速加息的正向效应趋于消退。
第二，一度反弹的自然利率正在失去动力，加息和缩表从政策互补变为相互冲突。乱局之中，由“鹰”转
“鸽”是美联储不甘心的妥协之举，并将呈现鲜明的两面性。
一方面，妥协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由于乱局短期内不会消解，因此美联储的妥协有望长期延续，
2019 年全年料将仅加息一次，缩表进程料将择机暂停。
另一方面，妥协并非没有代价，让步并非没有底线。当前美联储由“鹰”转“鸽”虽将延续美国经济和金融市
场的短期亢奋，但如果过快过猛，则将削弱 2020 年及以后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中枢。因此，基于百年联
储的理性底线，2019 年重启 QE 或降息不会进入美联储的政策菜单。
**乱局之一：看似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却撬不动通胀**
美联储的加息路径以中性政策利率为基准，而中性政策利率=自然利率+合意通胀水平。2018 年年末至
今，美国经济通胀预期持续走弱，近期多位美联储官员的言论也表明，通胀放缓正是动摇美联储加息决心
的主因。我们认为，在 2018 年强势复苏之后通胀动能衰减，根源在于看似强劲的劳动力市场遭遇了十数
年未有之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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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大局看，本轮劳动力市场复苏“跛足”，重“量”轻“质”。为从历史角度考察本轮劳动力市场复苏，我
们采用了美联储的五维评价体系。其中，雇主行为、市场信心、劳动力流量三个维度侧重于复苏之“量”，
工资和劳动力配置效率，则侧重于复苏之“质”。
相较而论，当前劳动力市场复苏的强劲主要体现于数量，三大数量维度的表现不仅全面超越了 2007 年年
末（金融危机前水平），亦在部分单项上好于 2000 年年末（克林顿“新经济”繁荣顶点）。但是，在工
资、效率这两大质量维度，本轮复苏均逊色于 2007 年水平，更远不及 2000 年。
由此可见，虽然 2018 年 10 月以来的平均时薪同比增速多次创下新高，但是放之于历史坐标系中，仍然
显得疲弱。而缺少了薪资增长这一主引擎的发力，成本驱动型的通胀便难以持续形成。
从内在逻辑看，加速加息的“调结构”效应裂变，由正转负。正如我们此前一系列研究所指出，2015-2016
年美国薪资增长缓慢，原因在于前期货币超宽松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结构，而鸽派慢加息继续纵容了这一扭
曲。从 2017 年开始，“减税+加速加息”则构成了美国供给侧改革的“双足模式”，有助于改善上述结构性问
题。2017 年-2018 年上半年，伴随着加速加息，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贝弗里奇曲线向 2000 年的状态趋
近，表明结构性问题得到舒缓，并滞后地推升了 2018 年美国薪资增速和通胀走势。
但是，这一结构优化趋势在 2018 年下半年发生逆转。伴随 9 月、12 月的加息，美国贝弗里奇曲线并未
继续优化，而是转向外移，并且在失业率未能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下，职位空缺率开始持续上升。这表明，
加息节奏可能超过了劳动力市场的承受力，形成了反向超调，并造成新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配置效率正
在下降。这不仅将导致薪资增速的上升放缓，更有可能转向恶化，并最终拖累通胀走势。
从实证检验看，负向效应亟待制止，及时放缓加息是顺势之举。为了验证上述逻辑，我们进一步地比较本
轮加速加息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反应。
为保持样本可比性和时效性，我们选取第一时段（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和第二时段（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1 月），两时段的加息节奏、次数和消化时间相同。比较可知，在第一时段的两次加息落地
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复苏“量”“质”明显同步攀升，验证了加速加息的正向作用。
但是，在第二时段的两次落地后，工资维度的提升幅度边际收窄，同时配置效率的维度不进反退，甚至部
分指标弱于第一时段的初始水平。这表明，加速加息的正向效应趋于消退，负向效应开始显现。考虑到结
构劣化向薪资增速的传导存在时滞，因此当前的薪资增速的上扬只是惯性使然。如果不能及时放缓加息步
伐，则终将挤压薪酬上涨的空间，并制约内生复苏和通胀动能。
从美联储收集的调查数据来看，较之于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经济学家们对美国通胀预期的期限结
构已经出现了反转，从迅速上行转变为渐次下行，2019 年 2 月这一反转进一步强化，表明放缓加息的必
要性正在持续凸显。
**乱局之二：一度反弹的自然利率，却渐次失去动力**
在厘清通胀疲弱的原因后，我们继续讨论加息进程的另一大决定因素—自然利率。2017-2018 年，伴随
经济的强劲复苏，美国自然利率开启反弹，支撑了政策利率的攀升。但是，展望 2019 年，自然利率的上
行动力正在渐次衰退。在自然利率未能稳健提升的情况下，加息和缩表的关系由互补，转变为相互冲突。
因此，为保证加息节奏在放缓的同时兼具灵活调整的余地，缩表进程将大概率先行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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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利率上涨的长短期动力衰退。短期而言，财政政策的进退是自然利率涨落的重要影响因素。2019
年，美国财政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均受到制约。从可行性看，受制于国内白热化的政治博弈和“通俄门”
事件的升级，特朗普政府较难及时推出大规模的基建政策接力前期税改，进而导致财政刺激的断档。
从有效性看，据 OECD 预测，2019 年美国经济产出缺口的数值从上年的-0.66%调整为 0.08%,是 2008
年以来的首次由负转正。这表明，即使特朗普政府突破重重阻力，使部分基建政策落地，其对经济的提振
作用也相对有限。长期而言，作为自然利率的主引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也将在 2019 年遭遇困境。
一方面，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之所以能够维持较强韧性，是因为大量的长期失业人口被激活，重新进入市
场。但是，这一部分劳动力存在素质低下、技能不足的缺点，同时特朗普政府始终未在就业培训上投入足
够资源，因此将逐步“稀释”现有的劳动力生产率。
另一方面，由于前期加速加息引致的财务成本将在 2019 年逐步显现，叠加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近期美
国企业信心开始转弱。这料将抑制长期投资意愿，从而减缓资本深化进程，同样也会拖累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有鉴于此，2019 年美国自然利率上行动力恐将不足，因而需要美联储相应调降中性政策利率的预期
水平，放缓加息进程。
缩表与加息由互补转向冲突。长期来看，由于适宜的金融环境也是自然利率上行的必要条件，因此 2019
年美联储缩表的政策空间正在急速缩减。
一方面，根据美联储工作论文测算，美联储缩表对流动性的冲击具有非线性上升的特征。即随着表内证券
资产规模的下降，每缩减一单位资产对短端利率的边际提振作用将显着增强。由此，在进入 2019 年之
后，即使美联储不扩大每月缩表力度，其造成的流动性压力也会大幅增强。
另一方面，对当前美国市场而言，流动性好、安全性强的资产高度稀缺，市场流动性偏好抬升，因而可能
进一步放大缩表对流动性风险的扩张作用。有鉴于此，随着当前经济形势的转变，继续推进缩表非但不能
匹配自然利率的上升和加息进程，反而会拖累后两者。考虑到相较于缩表，加息作为传统政策工具，具有
更加精准的调控方式和效果预期，因此暂停缩表进程，使加息进程更加具有灵活性，将是应对未来经济不
确定性的合理方式。
**乱局之中，有底线的妥协**
综上所述，2019 年，美联储货币政策已遭遇两大乱局。作为政策利率的决定因素，通胀和自然利率的走
势将同时出现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中性政策利率的提升料将显着放缓。我们认为，乱局之中，美联储将
做出由“鹰”转“鸽”的无奈妥协。
一方面，这一妥协将具有延续性。由于乱局短期内不会消解，因此“鸽派”立场有望长期延续。2019 年美
联储将大概率仅加息一次，加息时点将根据经济走势相机抉择。美联储暂停缩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并有
较大概率在 2019 年下半年落地执行。
另一方面，这一妥协将保有底线。当前美联储由“鹰”转“鸽”虽将延续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短期亢奋，但
如果在程度上矫枉过正，则将削弱 2020 年及以后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中枢。迫于乱局的阶段性妥协，既
不改变美国仍处于复苏通道的现实，也不意味着百年联储决策理性的彻底崩塌，因此，本次妥协不会走向
极端鸽派，2019 年重启 QE 或降息不会进入美联储的政策菜单。
2 月金融数据：社融为何起不来？
莫尼塔宏观研究 201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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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金融数据大幅不及预期，原因主要在于：
银行未贴现承兑汇票高位骤降，是社融大幅低于预期的主因。1 月票据融资高增引起高层关注，克强
总理指出票据融资、短期贷款上升较快可能带来新的潜在风险，银行 2 月或主要基于此做出调整。
居民短贷创历史新低，是拖累整体信贷增长的关键。历年 2 月居民短贷均为全年低点，且短期贷款和
票据一样被指出风险，因而调整幅度较大，我们认为不必过度解读。
剔除翘尾因素的 M1 增长仍然非常疲弱。这意味着实体经济的现金流状况仍在变差，从而制约融资需
求的扩张。
2 月金融数据下滑的主要原因：一是对票据和短期贷款的监管要求，二是实体融资需求依然疲弱。基
于此，我们谨慎看待后续社融回升的幅度：
三方面因素决定 M1 或仍有新低，从而制约融资需求。房地产销售受制于三四线购买力下降，仍处于
减速过程中；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在国企带动下，仍处于进一步探底过程中；地方政府现金流受卖地收
入放缓拖累及减税要求，仍将继续收紧。这些状况将从根本上制约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高层对票据融资的关注可能持续压制社融数据。此前因期限短、利率低，票据成为融资供需不匹配情
况下，银行偏爱的融资形式。但票据融资增长迅猛，引发了套利和资金空转的质疑。后续实体真实的
融资需求将会在社融数据中得到更充分暴露。
表外融资仍处收缩过程，今年到期量较大。当前金融监管并未实质放松，但政策态度出现边际缓和。
在此情况下，新增表外融资受非标到期节奏影响较大，对其修复空间不宜期望过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社融增速与名义 GDP 增速匹配的目标。考虑到今年名义 GDP 增速下行，也并不要
求 2019 年社融增速有明显反弹。
一、票据骤降致社融不及预期
表外票据承压调整是 2 月社融大幅低于预期的主因。2 月新增社融 7030 亿元，大幅不及预期，新口
径社融存量同比回落 0.3 个百分点，至 10.1%，体现年初以来社融较去年年底还是得到了一定修复，
只不过来得并不那么猛烈。结构上，表内、表外和直接融资全线回落，表外融资拖累最大（图表 1）。
2 月社融口径新增贷款（包含人民币和外币）显著下降至 7536 亿元的相对低位。2 月表外融资再度
负增-3648 亿元，为去年 8 月以来新低。其中，银行未贴现承兑汇票是主要带动因素（图表 2），1
月票据融资高增引起高层关注，克强总理指出票据融资、短期贷款上升较快可能带来新的潜在风险，
银行 2 月或主要基于此做出调整；委托贷款收缩-508 亿，延续了上月进一步修复的状况；信托贷款
回归负增-37 亿，总体上也延续了去年底以来震荡修复的趋势。当前金融监管并未实质放松，但政策
态度出现边际缓和，在此情况下，新增表外融资受非标到期节奏的影响较大，对其修复空间尚不宜期
望过高。2 月新增直接融资大幅回落至 924 亿元，主要是春节前后企业债券融资大幅减少。此外，2
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贡献了 1771 亿，较上月进一步多增，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
合计贡献了 44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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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对票据融资的关注，以及在此背景下票据融资的调整，可能持续压制未来数月的社融数据。此前
因期限短、利率低，票据成为融资供需不匹配情况下，银行偏爱的融资形式。但票据融资增长迅猛，
引发了套利和资金空转的质疑。那么后续实体真实的融资需求将会在社融数据中得到更充分的暴露。
央行 2018 年第四季度银行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贷款需求指数创下 2017 年以来最低。加之表外融资
今年到期量较大，仍处收缩过程中。因而，2019 年社融存量增速能够保持企稳的状态就很不容易了
（意味着经济没有失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社融增速与名义 GDP 增速匹配的目标，考虑到
今年名义 GDP 增速下行，也并不要求 2019 年社融增速有明显反弹。
二、居民短贷超调拖累整体信贷
2 月信贷投放总体不弱，居民短贷调整构成拖累。2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8858 亿元，加上外币贷款为
9020 亿元，同比小幅多增；贷款余额同比持平于 13.4%，表内贷款投放总体不差。结构上，居民部
门贷款-706 亿，企业部门贷款 8341 亿，贷款主要流向了企业部门（图表 3）。居民部门贷款中，中
长期贷款接近 2226 亿，创 2016 年 3 月以来新低，但 1、2 月平均来看仍达到 4600 亿的高水平；短
期贷款创下-2932 亿的历史最低。历年 2 月居民短贷均为全年低点，短期贷款和票据一样被克强总理
指出风险，因而调整幅度较大，我们认为对此不必过度解读（图表 4）。企业部门贷款中，新增中长
期贷款保持在 5127 亿元的较高水平，短期贷款回落至 1480 亿，票据融资降至 1695 亿，表现都不
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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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体现金流不振将制约融资需求

货币派生仍延续弱势，实体现金流恶化制约融资需求。2 月 M2 同比回落 0.4 个百分点，至 8%，与
社融增速放缓相匹配；M1 同比显著回升至 2%，主要因翘尾因素从 1.55%攀升至 6.7%，剔除翘尾因
素 M1 增长仍然非常疲弱；M0 同比负增-2.4%，主因春节错位，本月翘尾因素达-10.09%（图表 5、
图表 6）。正如我们在报告《从社融企稳到经济企稳》中指出的，现阶段对金融数据更应关注 M1：
因为在宽信用的政策导向下，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实体的融资需求。如果企业盈利状况还将进一步恶
化，地方政府资金来源更加紧张，那么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就会很受限，从而影响信贷和社融的扩张。
而 M1 恰恰是对企业和政府部门现金流状况的刻画。当前，三方面因素决定 M1 或仍有新低，社融企
稳不易：1）房地产销售受制于三四线购买力下降，仍处于减速过程中；2）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在国企
带动下，仍处于进一步探底过程中；3）地方政府现金流受卖地收入放缓拖累及减税要求，仍将继续
收紧。
2 月通胀数据：物价处于阶段性底部
莫尼塔宏观研究 201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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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CPI 同比 1.5%，PPI 同比 0.1%，符合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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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价格拖累 CPI 走低，3 月或重回 2%以上。由于今年春节较早，2 月食品类价格环比涨幅大幅低
于去年同期，成为主要拖累。非食品类相对平稳，旅行、交通、住宿、电影等价格受春节消费带动明
显。猪价带动下，叠加去年低基数，CPI 从 3 月开始将显著回升。但由于消费需求整体低迷，制造业
减税也意味着相关工业品与消费品售价存在下调空间，核心通胀的上行动能不足。
PPI 通缩压力暂时解除，但三季度或重新面临下行压力。PPI 环比跌幅显著收窄，主因油价提振与基
建预期升温下，上游能源与黑色等行业显著改善。TMT、汽车、纺服等终端行业表现较弱，显示下游
需求仍较为低迷。3 月正值节后复工，PPI 环比通缩压力阶段性解除。但由于基建反弹幅度或不会很
高，油价在下半年存在变数，叠加三季度翘尾因素持续下降，PPI 同比在三季度可能再度面临下行压
力。
短期央行进行降息的概率较小。目前 CPI 与 PPI 都已处于阶段性底部，二季度将显著回升，实际利率
上升的局面有望得到缓解，加上基建等逆周期调节政策的效果也开始体现，短期央行降息的可能性在
减弱。
一、春节错位致 CPI 进一步走低
食品类价格同比全线走低。2 月 CPI 同比增长 1.5%，回落 0.2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1%，低于去年同
期的 1.2%（图表 1）。环比来看，受到 2 月节日效应与部分地区雨雪天气影响，鲜菜、肉类等食品
价格均有所上涨。在非食品中，受春节消费带动，旅行社收费、飞机票、宾馆住宿、电影票价格上涨；
成品油价连续调升，柴油和汽油价格也实现回升。但同比来看，由于今年比去年春节更早，节后价格
季节性回落，环比涨幅不及去年，尤其是食品分项，同比增速较 1 月回落 1.2%，牛肉、鲜果、肉类
等同比降幅均超过 1%，成为 CPI 走低的主要拖累。非食品价格同比与上月持平，相对稳定（图表 2）。

10

3 月 CPI 同比或将重回 2%以上，但核心通胀上行动能不足。猪价油价上行叠加季节性因素，3 月 CPI
同比增速或再次回到 2%以上，二季度末迎来阶段性高点。非洲猪瘟对供给的影响在二季度前后开始
显现，3 月第一周，22 省市平均猪肉价格环比上升超过 5%。OPEC 减产在三季度之前仍会对油价形
成绝对支撑。农产品价格一般在春节后一周开始大幅回落，去年春节较晚，使得去年 3 月食品 CPI 环
比基数较低。同时，今年南方长期阴雨天气对 3 月农产品价格将提供额外支撑。综合来看，2 月或成
为全年通胀的低点。市场对后期 CPI 上行的主要担忧来自猪价的上行。非洲猪瘟影响下，本轮猪价周
期拐点可能在二季度出现，假设至年底猪价同比涨幅 30%左右，CPI 同比可能突破 3%（图表 3）。
但是，由于需求处于下行，核心通胀的增速相对平稳，上行动能并不是很强（图表 4）。
二、PPI 通缩压力暂时解除
油价回暖提振上游 PPI，消费不振拖累下游 PPI。2 月 PPI 同比增长 0.1%，持平上月，环比负增
0.1%，降幅较上月显著收窄 0.5 个百分点（图表 5）。从各行业的环比表现来看，上游行业改善较为
明显，石油与天然气开采、黑色与有色金属冶炼加工等均由降转升。一方面，油价在 2019 年上涨已
超过 20%，对能源行业提振明显。另一方面，基建等项目开始落地，利好螺纹钢等相关工业品价格。
但是，下游终端行业的价格表现较弱。环比降幅扩大的就包括 TMT、汽车、纺织业等。显示消费需
求仍然较为低迷（图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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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缩压力暂时性解除，但三季度可能再度面临下行压力。2 月下旬，50 种重要生产资料价格环比已经
由负转正，3 月正值节后复工，工业品进入需求的旺季，去年 8 月开始密集批复的基建项目陆续进入
执行阶段，此外油价强势短期无虞，PPI 环比有望在 3 月再度转为正增长。考虑到 3 月与 4 月的基数
较低，PPI 同比也大概率触底反弹。通缩压力得到暂时性的解除。但是，由于基建反弹幅度或不会很
高（赤字安排与专项债额度未超市场预期），油价在下半年存在变数，叠加翘尾因素持续走弱，PPI
在三季度可能再度面临下行压力（图表 7）。
民工荒愈演愈烈！年轻人“宁送外卖、不去工厂”
华尔街见闻 2019-03-10 19:00

光大证券表示，中国劳动市场正经历一场“大变局”。
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年轻劳工明显更倾向于生活型服务业，而非传统制造业。
在各大媒体与网站上，有关“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去工厂”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逃离”制造业，奔向服务业
制造业普遍反映“招工难”现象愈演愈烈，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工厂，大量年轻人“逃离”传统的工厂与流水线，
而外卖行业的年轻人与日俱增。
当前，春节后的工厂招工进入了密集期，但不少大型招聘会上却反映出“招工荒”问题。中国青年报称，
有浙江的企业主表示， 今年招工“收成”少的可不是一点半点，甚至面临“颗粒无收” 的局面。
光大证券分析师张文朗、黄文静、郭永斌、邓巧锋、郑宇驰在最新研报中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2017 届
本科毕业生进入制造业的比重仅为 19.2%，较 2013 届下降了 6.6 个百分点。90 后蓝领第一份工作从事
服务业的比重为 30%，较 80 后下降了 1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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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活型服务业正在大幅度吸收劳动力。共享汽车、快递和外卖等创造了近 2500
万左右个就业机会。
外卖行业从业者的平均年龄在 26 岁到 30 岁，35 岁以下更是占比近七成。2015 年美团外卖骑手人数仅
为 1.5 万人，但到了 2018 年第四季度，日均活跃骑手人数已接近 60 万人，而饿了么旗下蜂鸟骑手的注
册人数早已突破 300 万人。
以下数据同样来自光大证券：
家政服务业：由 2015 年的 2326 万人上升至 2016 年的 2542 万人。
共享经济：以滴滴为例，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共有 2108 万人（含专车、快车、顺风车车主、
代驾司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 393 万是去产能行业职工，超过 178 万是复员、转业军人，还有
133 万失业人员和 137 万零就业家庭在平台上实现了新就业。
外卖：以美团为例，日均活跃配送骑手数从 2015 年第四季度约 1.4 万人增至 2017 年第四季度的 53.1
万人，其中有 4.6 万人来自贫困县，占比 9.2%；有 15.6 万人曾经是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工人，占比
31.2%。
快递：2018 年快递全行业估计有 300 万快递员。

具体来看，光大证券表示：农民工向服务业转移的现象比较明显。近年来，农民工在制造业的就业占比
不断下降，而不断向建筑业、服务业转移。与制造业之间替代性较高的行业包括：建筑业、住宿和餐饮
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批发和零售业、
采矿业。
“逃离”制造业而奔向服务业的现象在年轻人中间尤其明显。以新增劳动力供给的两大人群来看，新进入
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和蓝领都有弃制造业、选服务业的趋势。2017 届本科毕业生进入制造业的比重
仅为 19.2%，较 2013 届下降了 6.6 个百分点。90 后蓝领第一份工作从事服务业的比重为 30%，较 80
后涨了 1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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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关系的逆转甚至带来了劳资双方谈判能力的变化。光大证券表示：过去是工人看老板脸色，现在是
老板看工人脸色。现在，年轻人不乐意加班的现象比较普遍。劳动力流动性大的特点也愈发显著，部分
企业的工人到岗后工作了半天就辞职，去了另一家条件更好的企业，以致对开工都产生影响。
除了工资维持 7%-10%的年度增长以外，企业还提供多种福利来吸引工人。某个县级工业园区的一个企
业在招聘广告中列出的公司福利甚至包括为职工子女提供作业辅导、报销春节回家车费。
原因何在？
“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去工厂”这种就业选择的变动是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进行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结果。
许多服务业平均工资高于制造业
2017 年，顺丰快递员工平均年收入为 12.2 万，而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年收入为 6.4 万。
根据相关数据，美团外卖 2400 万份的日订单带动了 360 多万家商户和 60 万外卖骑手，三成骑手的月收
入在 5000 元以上，此外，去年还有 200 多万兼职外卖骑手从平台获得了收入。
光大证券称：新职业人群的工作满意度也较高。根据《2018 年新职业人群工作生活现状调研报告》，
2018 年新职业人群月收入高于 5000 元的已过半数，达到 52.8%，而且 50.5%的人对工作表示“非常喜
欢”，对工作表示“喜欢”的有 33.6%；对当前工作表示不喜欢的，占比仅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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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称：工业生产的用工荒，实际上反映了在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劳动力价值倒挂的问
题。去年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接近 1 万美元，相当一部分产业工人应该步入社会的中等收入行列。当下
产业工人用工荒的现实，说明产业工人的劳动力市场价值被大大压低了。这其中的原因并非仅仅是用工
者付酬的问题，更多的是整个市场价格信号体系以及诸如税收、劳工保护、社会管理等体制性问题。
制造业内迁
光大证券表示，随着沿海地区环保力度加大，以及土地成本上升，内地省份承接了一部分从沿海过来的
制造业。出省务工的民工越来越少。
无论是中低端还是中高端劳动力市场，都呈现出劳动岗位供给和需求向中西部、低线城市回流的趋势：
2018 年第四季度，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的用人需求中，东部地区下降最多（-0.4%），而西部地区用
人需求增加最多（+10.1%）；三线城市的 CIER 指数最高（2.27），一线城市最低（0.88）。外出和省
外农民工比例的下降趋势很明显。

这一代年轻人不一样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说法，新一代劳动力成长在互联网时代，接触的信息远多于父辈，除了追求基本的温
饱与物质满足，他们还有更多精神层面的需求，个性也更加鲜明。在传统工厂流水线上机械式的工作，
束缚与压抑了他们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限制了他们个性的发挥。而在外卖行业，工作时间更加自由，劳
动强度可以由他们自己掌控。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够获得较为丰厚的报酬。另外，相比于整天固定在流
水线上的工人，外卖小哥能接触到更多的人与事，这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
如何解决问题？
中国青年报认为，吸引年轻人回到工厂迫在眉睫：当下正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果大量
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想去工厂，势必会造成工厂的劳动力短缺，在正常生产都岌岌可危的
前提下，谈何转型与升级呢？
文章认为，年轻人变了，我们的企业工厂也应跟着变。
首先，要靠待遇来吸引年轻人，工厂必须改变待遇低、强度高、保障少的现状，让工人们有足够的获得
感，愿把目前的工作当成事业，而非暂时谋生的手段。
其次，工厂要改变把工人当“机器”看的理念。除了工作，工厂还应给年轻人提供丰富的业余生活。

15

此外，工厂企业还可以采取“换位”手段，来解决年轻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可以将工厂开到劳动力密集的
地区去，让年轻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光大证券表示：总体上来说，预计 2019 年就业压力不大。不过现在存在结构性就业问题，即 21-25 岁
的人群中失业率随学历提升反而有所升高。针对结构性就业压力，政府本轮“稳就业”的政策更多是从供
应端着手，而非重走大力刺激需求的老路。
行业/公司
中国 2 月汽车销量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滑
WSJ Trefor Moss 2019 年 3 月 11 日

中国 2 月份汽车销量连续第八个月同比减少，延续下滑势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周一称，今年 1-2 月中国汽车销量总计 385 万辆，同比下降 15%。同期商用车销量增
长 2%至 60.8 万辆，但乘用车销量同比下降 18%至 324 万辆。
2018 年下半年中国汽车销量同比减少 11%，2019 年又开局不利，意味着汽车制造商在中国这一全球最
大汽车市场仍面临低迷期。
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 F)在华合资伙伴、国有企业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Chongqing
Chang'an Automobile Co.)称，福特汽车在华主要合资公司长安福特汽车(Chang'an Ford Automobile
Co.)今年 1-2 月销量同比锐减 75%至 21,535 辆。福特汽车公司发言人称，已停止续签部分在华工人合
同，目前该公司正努力应对需求下滑局面。福特汽车去年在华销量减少 37%。
中国经济发达的城市市场饱和，而中小城市消费者的信心减弱，导致需求降温。与此同时，网约车服务以
及二手车市场则不断扩大，令新车销售进一步承压。
电动车销售是个例外，今年前两个月电动车销量增长一倍至 14.8 万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陈士华表示，在 2019 年下半年之前，汽车销量可能都将保持低迷。他表
示，去年销售放缓令经销商面临过多库存，减少库存需要时间。
一些汽车行业分析师认为，零售需求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疲软，预计一旦库存积压问题得到解决，销量将
反弹。上海咨询机构 Automotive Foresight 预计，今年第一季度汽车销量将下滑 10%，但之后将转为
增长，今年全年预计增长 3%。
但其他机构的预期要糟糕得多：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 Co.)预计，今年中国汽车销量下降 5%，到
2020 年将恢复增长。
特斯拉关店计划或因租约受阻
WSJ Esther Fung 2019 年 3 月 11 日

特斯拉(Tesla Inc., TSLA)通过关闭绝大部分零售门店并转向线上直销汽车的计划面临一个巨大潜在障碍：
没有迹象显示其门店业主会让这家公司轻松摆脱租约。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尚未就计划关闭 26 州的 106 家门店中的哪些门店和展示厅提供太多细节。根据房地
产中介和业主，许多购物中心的业主称他们尚未接获该公司通知其特斯拉门店是否会被关闭。
比较清楚的是特斯拉未来应支付的租金。根据特斯拉提交的监管文件，该公司共有 16 亿美元应付租金，
今年到 2023 年之间共有 11 亿美元应付租金。这些应付租金包括租用门店、展示厅的费用和海外地产的
使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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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 月的一份监管文件中，特斯拉称其签有许多不可取消的经营租约协议，该公司若终止合约将招致法律
诉讼。业主们可以申请法院禁令阻止特斯拉在租约到期前关闭门店。地产所有者最近也曾上法院挑战星巴
克(Starbucks Corp., SBUX)和 Kenneth Cole Productions Inc.提前解约的行为。
由於延遲了關閉零售店的計畫，也帶來了營運成本的上升，特斯拉將把全球範圍內的電動車平均售價上調
大約 3%，這是在現有銷售體系和客戶利益之間的平衡，特斯拉只會關閉一半的門市，節省的成本也只有
預期的一半。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全球漲價之前，想購買特斯拉的客戶還有一週的時間在漲價之前下單，當期價格的
有效期到 2018 年 3 月 18 日，3.5 萬美元的 Model 3 不會有任何價格的調整，漲價的是 Model 3 其他
售價更高的版本和 Model S、Model X。同時特斯拉電動車的銷售仍然在網路平台上完成，客戶進入零
售店後，店員會示範如何從網路平台上訂購電動車，由此客戶可銷售網購電動車的退貨政策，行駛里程
1,000 英里或者 7 天之內可全額退貨退款，此舉是為了滿足大量電商平台購車用戶需要的試駕體驗，零售
店的庫存也會大幅下降。
NVIDIA 將斥資 70 億美元收購 Mellanox，創該公司史上最高收購紀錄
作者 Atkinson | 發布日期 2019 年 03 月 11 日

雖然 2018 年第 4 季，因虛擬貨幣的價格崩盤，導致 GPU 市場需求下滑，不過 NVIDIA 在獨立顯卡市場
的市占率已經達到 80% 左右，也就是 NVIDIA 在遊戲 GPU 市場發展空間有限情況下，近年來一直在加
強資料中心業務發展。因此，為了進一步擴展伺服器市場，NVIDIA 即將展開公司史上最大一筆收購，預
計斥資 70 億美元收購以色列伺服器晶片廠商 Mellanox，而該項購併消息預計最快台北時間 11 日宣
布。
根據美國財經媒體 CNBC 的報導，Mellanox 是一家伺服器晶片廠商，成立於 1999 年，總部設美國加
州，並且在美國那斯達克上市。而根據官方介紹，Mellanox 以發展伺服器晶片、儲存設備和超聚合基礎
設施的端到端乙太網路和 InfiniBand 智慧互聯解決方案與服務為主。而藉由該公司的智慧互聯解決方
案，可提供最高的輸送量和最低延遲的資料傳輸，以提高資料中心效率之外，並為應用程式提供更快的資
料速度，釋放系統性能。
此外，Mellanox 還提供多種高性能解決方案，包括網路與多核處理器、網路網卡、交換機、電纜、軟
體、以及晶片等，可加快應用程式的執行時間，最佳化業務成果，而且適用於各種市場上，其中包括高性
能計算、企業資料中心、Web 2.0、雲端運算、儲存系統、網路安全、電信以及金融服務等。
事實上，在資料中心和伺服器等業務領域中，NVIDIA 的強項在於 GPU。不過，只有 GPU 顯然不足，也
就是要能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才有機會競爭中占有優勢。因此，NVIDIA 收購 Mellanox 也是意在加強
GPU 之外的其他產品競爭力。
報導表示，除了 NVIDIA 之外，處理器大廠英特爾（intel）也計劃收購 Mellanox，並且已經出了價。不
過，CNBC 直指 NVIDIA 的出價來到了 70 億美元，比英特爾的 60 億美元還要高，因此最終贏得了這項
收購計畫。不過，當前兩家公司的談判是保密的，所以一切的結果還必須等到正式發布後才能確認。而收
購 Mellanox 的消息最快台北時間 11 日發布，目前 NVIDIA 及 Mellanox 公司都未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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