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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
经济困境会否挑战习近平政权？
纽约时报 2019 年 2 月 26 日

坦率地说，当我半年前分析中国政局与中美贸易战态势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中方的立场和处境会变得今
天那么被动。中国政府当初的立场和主张是“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或“以强硬对强硬，看谁能
坚持到最后，我们将奉陪到底”。它还严厉地批评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并把责任完全归结于
美方，自己则坦然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如今，因为国内经济下滑以及对贸易战的担忧加剧，中国共产党对当下形势和自身处境似乎已经不那么自
信了。习近平上月在北京紧急召开的省部级领导防范”重大风险”研讨班，是近期最突出的例子。
那么，一个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经济形势和中美关系上的挫折有没有威胁到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我近几个
月跟几位“红二代”，及一些中外专家进行了交流，试图寻找信号和线索。根据所得到的信息，我认为，在
政策方针上，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除了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以外，在党内高层内部对目前的形势似乎也有
一些批判性的意见。正因为这方面的压力，习近平或许在中美关系和经济问题上试着调整政策或对策，甚
至要转回更加市场化、对外开放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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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去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为 6.6%，录得自 1990 年以来最低。当然，中国政府早
就做好经济“软着陆”的准备，通过降低利率、财政刺激、利用房地产市场等方式避免经济快速下行。不
过，也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比这些数据更加糟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
于 12 月发表演讲时介绍，根据一个机构的研究小组内部发表的关于 2018 年中国经济的两种数据，一个
是同比增长 1.67%，另外一个是负增长。至于中国能否克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引人注目的问题，答
案仍然是未知数。
去年 11 月底，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跟该院院长姚洋讨论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认为
“影响非常大”，并向我介绍说“根据我们的测算，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甚至是负的”。他指出贸易战对企业
家和消费者所带来的心理作用不容忽视。我在北京、广东、香港、华盛顿等交流过的若干位有识之士也持
有同样的观点。
我无法验证各个说法以及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似乎是了解经济形势
严峻性的，并在贸易战的问题上较为明显地转变了立场。
12 月初在阿根廷举行的中美首脑会谈上，习近平对特朗普表示，“愿意根据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以
及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推动缓解中美经贸领域相关问题”，这与之前强硬的表
述截然不同。近几个月以来，中方已停止加征新的关税等，因为担心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今年 1 月，习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主张“既要高度警
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总理李克强则在早几天召开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上
指出，“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些方面信心不足影响市场预期，必须高度重视，做好应对困难挑战的
充分准备。”
如今，跟意识形态领域相比，经济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如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今年达沃斯
论坛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
稳定外部环境的角度看，刚刚迎来建交 40 周年的对美关系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共的合法性。以“战略
竞争关系”为时代背景的贸易战，以及与此相关的华为孟晚舟事件等都必然考验中共的执政能力。
我于 21 世纪初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上学期间，老师们向我们强调的观点如今变得更具现实意义：
“对美关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外部因素”；“改革开放首先是对美开放”。去年中美关系因贸易
战而陷入紧张时，中国外交部的高官也给我讲过同样的话。意思很清楚，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的发展
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如今，我们从中共高层的动态确实可以看到试图调整经济政策的一些信号，即使此刻还难以判断调整的结
果和方向。
中国官方似乎格外担忧民营经济对整个国家治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 9 月底在东北
三省考察时，强调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性。但仅仅一个多月后，
习近平又携手李克强大力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
中国官方或许会解释“因为两者都很重要”，也可以同时宣扬国企和民企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但问题是习
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初步解读就是，在国内经济下行和中美贸易战的压力下，中共高层感到担忧，
光从自力更生的角度强调国企的战略重要性远远不足以拯救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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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经济形势和自身政策的反思，也反应在 11 月初央行行长易纲接受四家官媒时罕见地承认中央的政
策出现了问题，他说，“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强监管政策效应叠加，导致
了一定的信用紧缩，加大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
那么，上层建筑有没有受到挑战？经济形势有没有威胁到习近平的政治地位？
一名前国家领导人的亲属在广州对我说，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习近平在党内遭遇了批评，因
为没把经济搞好。跟本文中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亲属以及官员一样，因话题的敏感性，他不愿署名。
他还说，在政治局会议上甚至有人拍桌子批评现行的政策，而现行的政策就是习近平定调的，实际上就是
批评习近平。据他的说法，“现行的政策”指的大概是在党能够领导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认识下忽略市场
逻辑和原理，轻视真正懂得经济政策、具有丰厚经验的同事。他说，党应该多让真正有能力和经验的人发
挥作用，比如李克强和韩正。
我很好奇地提出了一个疑问，“我以为今天在党内没有人能够批评习近平呢。”
这位认识习近平、熟悉习家的“红二代”回答说，这是外界的误会，尤其是常委，任何委员都可以当面提出
不同的意见，习近平也会倾听这些意见，习近平是一个先倾听意见，后做决策的人。
根据这位人士的介绍，在去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实际上已经遭遇了一些批评。类似的说法，我在华
盛顿也听到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根据跟中国共产党内部人士的交流跟我分享说，
在北戴河会议上，党内一位元老劝告习近平不要搞个人崇拜。“但总的来说习的地位还没有受到挑战。”
另外一名熟悉经济事务的现任国家领导人的亲属在北京对我说，党中央没把经济搞好，李克强则从中获
利，提升了影响力。他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或多或少脱离了习近平原来的调子，是基本按照李
克强的想法走。
我重读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稿，面对当下的经济形势，它强调“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
场化、法治化手段”，“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等，并呼吁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
点，同时“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而该会新闻稿没有提及国有企业，却四次提及民营企业。
从这些内容，我能够感觉到，这与习近平之前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绝对领导的调子有所不同。李克
强则在 1 月 15 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依靠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
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从接下来的政治议程看，3 月上旬将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一个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能否有实质性的进展，从而避免贸易战继续升级，最终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协
议，尚待观察。另一个是“两会”，李克强在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时将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目标设定为多
少。前年和去年为“6.5%左右”，假如今年也继承原来具有一定弹性的“6.5%左右”，或许表明中国当局有一
定的信心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顶住下行压力，支撑经济增长。但假如略有或明显下
调，就表明中国当局对经济形势的信心不足，预期不明。
不过，我们不必也不该把本文所提到的现象理解为“习近平的权力下降，李克强的地位上升”，甚至把它解
释为“习李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之类的。这在我看来大概是过度解读。
通过近几个月以来的党内讨论，习近平或许也主动认识到了通过缓和对美贸易战来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为
此积极发挥民营企业的紧迫性。另外，习近平始终信任和重用的人，如王岐山、刘鹤等接下来也会配合习
近平以更加注重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式来实施经济政策，以便保住习的权力基础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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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们还是不能断定习近平的权力遭遇了威胁，我个人则倾向于把上述场景解读为中共党内传统意义
上的政治平衡，即使是习近平这一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理论上可以终身在位的党的核心也不是想干嘛就
干嘛，其权力必然受到来自党内党外一系列的制约。
正如一名负责对美事务的中国外交官在华盛顿对我说的：只要在体制内，任何一个人的权力都必然受到制
约，包括习近平。
特朗普、贸易与独裁者的优势
纽约时报 保罗·克鲁格曼 2019 年 2 月 26 日

最近在全球贸易方面有一些好消息：美中全面贸易战似乎暂时搁置，或许还可以完全避免。
坏消息是，如果我们真的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那主要是因为中国向唐纳德·特朗普提供了个人政治贿
赂。与此同时，同欧洲的一场更危险的贸易冲突正在逼近。而欧洲人仍然拥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做法治，
他们不能用贿赂买和平。
背景是这样：去年，特朗普政府对一系列中国产品征收关税，覆盖了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一半以上。但这
可能只是一个开始：特朗普曾威胁要从本周五开始，对价值 2000 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征收高得多的关
税。
征收这些关税的动机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没有任何群体强烈要求实现保护主义；真要说的话，主
要行业倒是一直在游说反对特朗普的贸易举措，而股市也显然不喜欢贸易冲突，紧张局势加剧时出现下
跌，紧张局势缓解时出现反弹。
因此，贸易冲突本质上是特朗普的私怨——他能去追究这些，是因为美国国际贸易法赋予总统巨大的自由
裁量权，可基于各种理由征收关税。因此，预测贸易政策就等于弄清楚这个人的脑子里在想什么。
现在，美国有切实的理由对中国感到愤怒，并要求它改变政策。最重要的是，众所周知，中国违反了国际
贸易规则的精神，在事实上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除非它们交出有价值的技术。所以美国本来有充
分理由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合作对中国施压，令其停止这种做法。
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特朗普对解决真正的中国问题感兴趣。上周末，我参加了一个贸易政策会议，专家们
被问及特朗普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最受欢迎的答案是“可以发推的东西”。
不出所料，特朗普一直在吹嘘他所谓的中国重大让步，它们似乎都涉及中国政府命令企业购买美国农产
品。特别是在中国承诺购买 1000 万吨大豆之后，贸易战得以推迟。这将取悦农民，尽管他们因特朗普之
前的行动而受的损失是否能够得到弥补，目前还不清楚。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提供的东西根本不符合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它所做的一切只是让特朗普可以
发点几条推。
哦，顺便说一下：中国最大的银行目前在曼哈顿的特朗普大厦占了整整三层，中国政府恰好持有它的多数
股权。它一直有缩减其空间的打算，不妨看看这个计划现在会变成什么样。
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准备了一份有关欧洲汽车进口的报告。据德国媒体报道，这份报告的结论是，从欧
洲进口汽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如果这听起来很荒谬，那是因为它确实很荒谬。的确，欧洲人不是天使，但他们确实遵守全球规则，很难
指责他们犯下了任何重大贸易罪行。是的，他们对美国汽车征收 10%的关税，但是我们对他们的轻型卡
车征收 25%的关税，我们从中是有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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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个由或许是史上最腐败的商务部长领导的部门，将会得出特朗普希望它得出的任何结论。这份报
告给了总统合法的授权，让我们和欧盟打一场贸易战。
这场贸易战一旦发生，将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欧盟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直接创造了大约 260 万个就
业机会。此外，我们的经济是相互交织的——因此即便是美国汽车业也对特朗普可能向欧洲进口汽车征收
关税感到恐惧。
但问题是：和中国政府不一样，欧盟不能命令私营企业大肆购买美国商品。当然，它也无法指示企业入驻
特朗普集团的房地产。因此，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的可能性很高。
关键是，在与特朗普及其团队打交道时，专制国家比遵循法治的民主国家更有优势。贸易争端可以说是其
中程度最轻的。
想想存在财务利益冲突的特朗普顾问推动向骨锯王国（又名沙特阿拉伯）出售核技术的举动吧。或者想想
打高尔夫球的外国人对委内瑞拉政策的影响。
因此，尽管股市对同中国的贸易和平前景感到满意，但整体形势令人深感不安。就算我们成功控制住了这
场对抗造成的损害，那也是出于错误的原因。支配美国外交政策的扭曲动机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后
果，贸易战远非最恐怖的可能性
宏观经济
工业金属库存下降推升价格，释放全球经济乐观信号
WSJ Amrith Ramkumar 2019 年 2 月 26 日

工业金属库存的下降，以及对于中美贸易谈判的乐观情绪升温正推动包括铜在内的此类工业金属价格上
涨，对于担忧全球经济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
根据凯投宏观编制的数据，截至 2 月 18 日，在全球交易所储存的几种金属的库存规模已较上年同期下降
逾 25%。
再结合中美两国进一步接近达成贸易协议的宏观背景，分析师们认为，库存的下降已帮助提振了贱金属市
场的投资者人气。铜价今年已经上涨 12%，并触及去年 7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镍价和锌价也分别上涨
22%和 10%。
建筑业和制造业对贱金属存在相当大的需求，此类金属用于制造从智能手机到汽车等一系列产品。因此投
资者通常会将贱金属价格作为衡量全球经济形势，以及世界第一大大宗商品消费国中国经济增长情况的晴
雨表。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担忧全球经济料将放缓的分析师来说，今年贱金属价格的回升是一个积极信号。
投资者们表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于进一步加息持谨慎态度的迹象，再加上中国政府采取新一轮刺激
措施，这两方面因素已帮助恢复了市场对于全球经济可以继续扩张的信心。
此外中美官员表示贸易磋商进展良好，也帮助提振了人气。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发表推文称，将推迟把中
国 2,000 亿美元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从 10%上调至 25%。美方原定的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为周五。
美国富瑞金融集团分析师在本月的一份报告中称，预计中国进一步推出刺激政策将带动贱金属需求逐步复
苏。他们表示，这应足以推动铜及其他大宗商品市场进入供应短缺，进而推高价格。
近来中国政府已经在放松监管，例如放慢之前的降杠杆行动，为银行放贷提供便利。这些活动帮助刺激了
增长并重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然而解读金属价格上涨并非易事。一些分析师将之归因于需求前景改善，另外一些分析师则认为，2019
年库存下降和价格反弹是因为全球生产增速放缓。
大宗商品咨询机构 Wood Mackenzie 的数据显示，全球矿业公司每年在新项目上的支出大约为 400 亿美
元，为五年前支出水平的三分之一。分析师称，本十年初，金属价格大幅下挫，促使投资者要求矿业公司
加强自律并通过回购和派息增加对股东的返还。
2017 年，铜需求在七年后首次超过供应量。富瑞金融估计，由于到 2023 年底每年的消费量料将超出矿
业公司的产量，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
凯投宏观分析师在近期一份研报中称：“我们猜测近期全球交易所库存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矿业供给增长不
见起色。”
此外，看涨金属的投资者一直押注供给短缺最终将提振价格，结果却因全球经济受挫和产出保持稳定而感
到失望。
有些分析师指出，难以对不存放在伦敦金属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芝商所旗下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金属
进行追踪；这几家是全球交易和持有金属规模最大的交易所。
银行或矿企等行业参与者可以不把金属存放在交易所，这增加了评估全球库存真实状况的难度。
尽管难以确切评估，但有些人认为金属价格应该更高。不少金属目前的价格仍远低于 2018 年高点和之前
创出的历史高点，有些市场观察者认为，如果达成贸易协议，料将吸引投资者重回市场。
花旗集团分析师在近期一份研报中称，还有很多资金可投资于基本面良好的风险资产，比如铜。
天量信贷：无力和努力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周浩 为 FT 中文网撰稿

中国 1 月份的“天量信贷”数据一石激起千层浪。出于对历史上数次信贷潮的经验，有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中
国经济即将迎来一轮反弹。而怀疑者则搬出“信贷传导不力”的观点，认为信贷将最终导致资产价格上升，
而不会流入实体经济。
持有这两种观点的阵营，都是根据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似乎也都无可厚非。但是笔者认为，贸然将眼下
的数据与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来做对比，往往会犯下刻舟求剑的错误。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目前的经济和金融状况。从海外经济来看，经济放缓在 2019 年上半年是大概率事件，
欧洲经济再度陷入低潮已经板上钉钉，美国经济的宏观数据喜忧参半，虽然很难得出快速放缓的结论，但
经济增速不会超过去年则没有悬念。同时，美股主要公司的盈利表现至少在未来两个季度难以出现亮眼的
表现。
对于货币政策而言，欧洲央行将继续宽松，而美联储的利率前景则充满着不确定性，美联储接收到的数据
表现相对混乱，加息或者不加息似乎都有道理，这一疑问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解答。相对比较明确的市场预
期是，美联储在 3 月份不会加息，到年底之前似乎仍然有加息一次的可能性。
而事实上，这样的利率展望是奇怪的。如果未来只有一次加息，那么市场可以基本判断，美国经济将进入
一轮放缓周期，如此美联储的最后一次加息是一只“纸老虎”。但关于中美贸易谈判可能达成协议的预期，
似乎又让这样的判断显得有些站不住脚。在这样的矛盾面前，相对安全也有些沮丧的结论是，美联储需要
更多的数据来决定下一步政策走向，换言之，美联储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而这样的结论放在中国央行身上可能也是正确的。尽管市场可以引用各种历史数据和历史经验来作出关于
货币政策的解读，但可能正确的解读是市场和中国央行都面临着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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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延伸开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不确定性在许多方面存在。首先，是对于通胀的展望，市场本对通缩
十分担忧，但在近期的股票市场表现和信贷数据后，通缩论似乎有些站不住脚。与这一观点有关的，是关
于降息的讨论。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市场甚至央行都不知道中国在盯准哪个利率，这让降息讨论成
为一个似乎毫无目标的嘴上风暴。
接下来是关于经济的展望。市场的大致观点是中国经济会在第二或者第三季度企稳，天量信贷数据出炉
后，这样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同时贸易协议可能达成，也让市场认为似乎不应对中国经济过度担
忧。如果这样的预期是正确的，那么通缩或者降息的讨论似乎显得无中生有。但如果认为天量信贷不会被
传导至实体经济，那么对中国经济企稳的判断应该是错误的，但如果基于这样的前提，那么任何的货币政
策放松都是无效的，中国只会掉入流动性陷阱。这样说来，货币政策应该让位于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
策，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再扯下去就跑题了。
还是让我们回到天量信贷本身。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1 月份的信贷数据是否真的是“天量”，根据央行
公布的数据来看，人民币存量贷款增速 1 月份是 13.4%，比 12 月份还低了 0.1 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
存量同比增速是 10.4%，这个数据高于 12 月份 0.7 个百分点，但仍然在正常甚至偏低的增速区间之内。
换句话说，所谓的“天量”数据只是当月的信贷投放明显高于分析师的预期而已。这也让笔者想起数年前央
行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央行官员的疑问，他问在场的分析师们，你们怎么预测信贷数据，这里面有太多的不
确定性，你们难道真的知道在每个月的最后几天商业银行的放贷状况么？行内人都知道，商业银行在月末
的“冲贷”或者“限贷”，可能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是经济分析无法捕捉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即使我们承认 1 月份的信贷数据是“天量”，但将这样的数据与历史上的同期数据作比
较，是否有意义呢？
笔者的想法是，即使有，这样的意义也是有限的。比如说 2013 年第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也创下了一个
天量，但与今天不同，2013 年中出现了“钱荒”，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年的“天量”在政策上来看是不合意
的，因为当年的天量主要是因为影子银行泛滥造成的。而眼下的天量可能则是政策决策者愿意看到的。
笔者也想起 2013 年年初的一次研讨会，依稀记得当年分析师们对于经济展望异常乐观，基于的理由也主
要是天量信贷数据。而“钱荒”之后，市场再也无力乐观。
事实上，从过去数年的经验来看，更显著的结论是，市场往往容易过度乐观，也容易过度悲观。这让金融
市场的表现显得十分波动，而这样的波动则表明了市场的盲目。
面对市场的单边倾向，政策决策者们可能也头痛不已。以美联储与市场的交锋来看，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
迹象。去年 12 月份，当股市连续暴跌之后，市场把矛头指向美联储，认为其利率判断存在过度乐观的嫌
疑，最终美联储不得不宣布保持“耐心”，而近期的股市反弹、就业数据表现甚佳，又让美联储显得有过度
鸽派之嫌。可以想象，如果贸易协议达成，美股继续强势表现，市场可能又会重谈美联储加息 2 次甚至更
多的话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央行在去年的人民币艰难保 7 之后，在与市场的沟通反而进入了一个平稳期。一方
面，人民币保 7，让市场充分认识到中国央行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市场对中国经济忧虑之时，央行又通
过快速多次的降准、TMLF 以及 CBS 的操作，让市场不那么担忧经济的快速下行风险——毕竟政策的托
底倾向明显，而保 7 和对贸易谈判的突然乐观，也让市场不再担忧政策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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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政策效果到底如何，其实谁心里也没底。从降准本身的效果来说，笔者一直存在着疑问。降准
从理论上来说会释放基础货币，从而支撑信贷。同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为 1.62%，降准之后银行的
一部分准备金将无法收取 1.62%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因此有动力将这部分资金用来投向信贷市场来获
取收益。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讨论都是理论层面上的。降准之后，银行被释放的准备金无法再收取 1.62%的法定
存款准备金利息，但可以作为备付金存在央行，收取 0.72%的超额准备金利率，这意味着这些资金的机会
成本为 0.72%，换言之，只要这些资金可以获取超过 0.72%的收益，那么银行就应该满意。但我们也知
道，在市场中想获取超过 0.72%的收益，其实非常容易。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信贷风险偏好没有改变，
银行本身没有太强的动力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放贷。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银行不会对实体经济发
放贷款，那么存款也很难增加，这样一来，所谓的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疑问。所
以，如果降准可以带来合意的效果，最为重要的是银行和企业的风险偏好同步上升。但倒过来看，如果风
险偏好够高，那么再少的基础货币也可以衍生出足够多的信贷资产，也就不需要降准了。更不用说，在中
国金融行业目前的语境下，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资本金压力，也就是说即使有放贷的动力，也缺乏放贷的空
间。
综合这些问题，央行才将货币政策转向银行的资产端，对银行业资本金和民营企业信贷进行直接支持。这
样看似存在“道德风险”的一步，可能是眼下的信贷天量和所谓繁荣的背后动力之一。
总结一下，市场和央行都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判断经济和市场的走向，对于这样的无力毋需指责，这样的困
扰在很多市场和经济体都长期存在。我们看到的天量信贷，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这样的一种无力和努力。
但某种程度上，我们要为中国央行点赞，他们至少让市场侧目，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政策目标。
从“A 股各阶层的分析”，看当前为什么只是反弹
半夏投资 李蓓 2019-02-26

摘要：在 A 股，外资无非是纸老虎，机构无非是没有战斗力的、天生摇摆的小资产阶级，只有产业资
本才可以比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在新民主革命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农民阶级。
产业资本有最多的存量筹码，对上市公司有最深刻最真实的认知，跟 A 股有最本质最天然的利益联系。
本轮 A 股的反弹，产业资本的并未支持而是大量减持，所以，只会是反弹。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本文的第一段中有下面几句话：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
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他在革命生涯的一开始，就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强调根据
中国的现实情况，分析中国社会的主体，判断中国革命的主要抓手，而不是照搬理论框架和国际经验。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分析出在当时的中国农民阶层的重要性，团结了农民阶层为革命的主力，取得了
最终的胜利。如果按照国际惯例，只以当时人数稀少工人阶级为主力，结果应该是大不相同的。代表
买办和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一度看似走上了主升浪，开启了牛市，但最后还是输给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 A 股的现实情况，来做一下“A 股各阶层的分析”，
思考一下 A 股的主体，究竟谁能够决定市场最后的方向？于是 A 股当前的方向究竟如何？到底是反弹
还是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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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和毛主席的其它文章，可以概括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特点：
帝国主义：纸老虎。他们虽然强大，但中国并不是他们的核心利益，只是来捞便宜，捞到就走，没有
决战到底的决心。
买办大资产阶级：附庸于帝国主义，显得比较先进和强大。但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缺乏决战到底的
决心。因为存量资产高，海外联系多，一旦形势不对，难以坚持斗争，容易逃到国外。
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天生具有两面性，没有战斗力，容易摇摆。
工人无产阶级：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人数太少。
农民阶级：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跟中国社会有着最本质天然的天然联系，有最深刻最真实的认识，
跟中国革命的前途利益完全一致。所以，区别于其它国家的由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农民才是中国
革命应该依赖和团结的主体。
我们来看一下 A 股以流通市值计算的投资者结构
据此，可以类比分析一下 A 股的个阶层：
外资：类似帝国主义，属于纸老虎。
虽然强大和先进，但中国并不是他们的核心利
益，占比很小，只是来捞便宜，捞到就走，没有
决战到底的决心。在他们认可的估值区间下沿，
买入；在估值区间上沿，卖出。
理念稳定的价值投资机构：市场上少数的几家大
型私募基金，类似买办大资产阶级。
他们有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跟外资方法论一
致，现在也都是全球配置，存量资产高，海外联
系多，如果 A 股没有机会，一般很自然的就去买美股和港股。
以上两类，从长期来看，都是能赚钱有超额收益的。但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缺乏决战到底的决心，
涨多了反而会卖而不是买。如果 A 股出现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牛到泡沫那种，最大的受益者不会是
他们。好比中国历经险阻 GM 取得胜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群体，不是外国人也不是买办。
其它机构和散户（大部分的保险、公募、私募）：类似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天生具有两面性。
他们没有稳定的长期资金，也没有稳定的框架和理念，三根阳线就追，三根阴线就砍。天生具有两面
性，无论其它任何市场主体打出趋势，他们都可跟随，特别容易摇摆。
产业资本：类似农民阶级，才是 A 股的主体。
他们有最多的存量筹码，大于 50%，在占比上有绝对压倒性优势。他们对上市公司有最深刻最真实的
认知，大部分身价都跟 A 股挂钩，跟 A 股有最本质最天然的利益联系。只有民企老板，才可以比肩在
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取得最后胜利的无产阶级。
在历史上，每一次 A 股阶段性的大底部，后续产生了 50%以上级别行情的，无一例外出现了产业资
的积极参与和配合。
2005 年下半年大牛市启动前夕，产业资本大量净增持。
之后产业资本进入长期净减持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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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 2008 年 10 月，2010 年 6 月，2012 年 11 月，2014 年 5 月，这四个重要的大级别底部，
以 3 个月平均来看，净减持的强度几乎都是前后 2、3 年的最低点附近，几乎降到 0，比之前的高点
都改善了 0.05%。
现在我们来分析本轮 A 股上涨的推动力量：
外资：
1 月基本全靠外资，外资年初以来买入 1000 亿，昨天开始逆转净卖出，今天净买入量也只有 20 亿。
照之前分析过的外资的行为逻辑和行为模式，大概率后面 A 股越高越不会买。
另外，外资的动态是跟海外整体的市场环境和风险偏好相关的。1 月以来全球风险的共振反弹是外资
大量增持 A 股的最大背景，而触发这一因素的，一方面是美联储态度的变化，一方面的的确却 1 月全
球央行是净扩表的。
但是，美联储只是说到年底可能就不缩表了，到年底还有 10 个月。最近，美联储缩表的力度开始变
大。海外的风险偏好能否延续，面临很大挑战和风险。10 月以后的全球共振下跌，重要的因素之一，
就是欧美央行缩表力度的加大。

机构和融资：
1 月机构是没怎么动的，2 月机构大量加仓，从各种渠道和平台的信息，私募到上周五平均加仓 5%左
右，本周我估计至少又加了 5%，机构加仓约 2000-3000 亿。
1 月融资也是净卖出 300 亿，2 月净买 600 亿，合计净买入 300 亿。

产业资本：一直在卖 ，还有很多很多要卖
2017 年 5 月减持新规发布之后，产业资本减持的行为受到了扭曲，使得直接观察减持数据不得真实
的度量实际的减持强度。因为当期的减持并不一定是真减持，很可能只是大宗交易打散筹码，为未来
的减持做准备。而代持方实际发生的减持，则不会统计在当期数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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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怎么去了解产业资本的动向呢？
第一靠聊，所谓的草根调研。举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江浙游资中的先进生产力，牛市的时候收益
率惊人，经历了过去几年的熊市依然活得很好。他的管理资金来源，一直都是江浙的产业资本，他跟
我说：“我身边的民企老板，90%都没有想抄底买股票的，都是想减持的。我去年开始搞了一个平台，
专做减持代持。现在规模都 160 多亿了，这个都是未来半年左右要抛出去。”
因此，本轮反弹他也踏空了。
光靠聊显然是不可靠的。既然减持新规要求提前公告，那么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度量减持意愿的办法，
统计公告拟减持金额。
之前此类公告不多，2017 年 5 月减持新规之后，密集发布。但直到 2018 年初之前，累计的拟减持
额没有上升，也就是产业资本总体的减持意愿并不强。2018 年初之后，减持意愿上台阶，最近两个
月，并未有任何衰竭的迹象，累计的拟减持金额稳定快速上升，总金额高达 3000 亿。
也就是说，现在 A 股基本就靠机构和散户加仓了。
在上周五下午券商大面积涨停之后，对牛市的憧憬开始被点燃，上周末各个微信群集中发酵后，转化
为周一盘中争先恐后的行为艺术。
在下午 2 点左右，中小保险集中申购 ETF，股指期货大幅升水，构成这一行为艺术的高潮。
光靠机构加仓是没有牛市的，因为机构加仓是有上限的，之前的仓位本身就是中等水平，并非历史低
位，现在加了一轮，回到了历史的 3/4 分位，后面加的空间小了，卖的空间反而大了。
机构博弈就好比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军阀混战，完全不创造价值，都是互相消耗，互相割韭菜。
在这种混乱中，产业资本乘机大量减持。就好比毛主席分析过的，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环境，
就是军阀割据互相斗争。
产业资本不参与，那会不会有大量的居民认购基金形成增量资金呢？
基金增量资金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一个类别的产品普遍的创新高产生明显的赚钱效应。比如 2014
年的成长股基金，比如 2017 年底的价值投资基金，现在的普遍情况是：从 1 块钱跌到 5 毛的基金，
反弹 20%回到 6 毛钱，哪里来的新高和赚钱效应呢。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外国人先打进来，动摇了清王朝，激发了资产阶级的热情，资产阶级领导的辛
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封建帝制，然后就进入了军阀割据的阶段。
但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主体，农民，被军阀们忽略了，甚至他们的行为跟农民的利益是相反的。所以最
终他们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只有团结了广大农民的中国国产党领导，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现在类似的。外国人先抄底，逆转了悲观氛围，激发了机构的抄底加仓热情，现在进入机构混战，互
相博弈的阶段，盘面上体现为热点快速切换，从前期的猪，到昨天的金融，到今天的煤炭钢铁。
但是，A 股最大最主导的群体，产业资本，完全不睬，还在减持，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要减持。
那么产业资本什么时候才会入场呢？
第一要有钱，也就是流动性要起来
流动性一方面看价格，一方面看量。
价格：对于产业资本来说，不光要看无风险利率，还有看信用利差。信用利差并没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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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企业手里的活动的钱，就是 M1。M1 必须要起来，而且不是一拐头就可，需要拐头一段时间，
达到一定高度，积蓄足够的力量。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
第二要敢出手，经济可以不好，盈利可以不行，但要探清楚底有多深。
如果一个企业每个季度亏 5000 万，还有 5000 万的正现金流。估值足够低，能看到现在是最差的时
候，不会再有明显的下滑，那一个民企老板是可能去基于价值和可能的未来改善，去增持去收购的。
但如果一个企业现在一个季度赚 1000 万，明年肯定亏钱，现在不知道最惨的时候能亏多少，底没有
探明，产业里谁敢出手呢？只有追三跟阳线的机构敢出手。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企业盈利到 2018 年最新的季报还是正增长的，2019 年肯定会下滑，下
滑会有多深，暂时看不清。

上面这两点，就好比酿酒，即便一切环境适宜，一切政策都超好的方向发展，都需要时间。不能着急，
越是着急，越是会破坏酒精发酵成熟的环境。
比如妖股炒得太凶猛，引发政策监管。
比如从信贷资金，票据贷款之类，流到套利和股票投机的太多，引发政策监管。
比如股票炒的太高，大小非提前高价跑了，没人好好经营公司或者放业绩了。
所以，每一轮真正的大牛市，之前都先有跨度半年级别以上的大双底，或者平底。
这就是潜龙勿用的阶段，也是谷物逐渐发酵成熟的阶段。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蓄力越长，
积累越多，行情约持续。
最后一个问题：就算只是反弹，后面会创新低，踏空总是可耻的。这么大的反弹，职业选手是应该能
参与赚钱的。站在上周，外资还在买，春节过后季节性的资金变松，机构的情绪又起来了，看起来一
切环境都是非常适宜的，没有参与反弹是不是严重的错误？
实话说，我在春节后的第一天的确有考虑要不要买 IC，中证 500 指数期货，参与一年一度的节后春
季躁动，做阶段性反弹。但是我犹豫了，因为：
1，我看到美联储又开始明显缩表，海外新兴市场指数已经开始转跌，外资流入可能会逆转。
2，春节期间多种商品的库存都以历史最快的速度累积，我担心需求下滑最快盈利下滑最快的阶段即
将开始，商品如果明显下跌，也会影响股票的情绪。
3，我听到业内反馈：1 月的票据异常引发了监管的重视，监管可能加强，我担心相关资金面可能会
有影响。现在总理点名票据，监管加强已经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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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些事情，当你知道得不够多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很轻松顺理成章的，当你知道得太
多的时候，会发现到处都是风险和不确定性。
对个人投资者，最好的情况就是 傻人有傻福，莫名其妙的赚钱就好。但是作为专业投资人，对于每
一笔交易，我们需要知道自己面临的风险，机会，概率，赔率。如果只是反弹，上下的赔率 1:1，事
情发生的概率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一定要参与呢？
举个不恰当的比喻：假定回到 1930 年代，你要不要投奔汪精卫呢？
汪精卫长得那么帅那么有才华，温文儒雅风流倜傥，有日本人支持，还热爱和平。是的，最开始他只
是热爱和平。但是你看得深一点广一些，就发现：
1，他本身没有对革命坚定的信念和坚持，天生摇摆。
2，他面临内忧外患。内忧是：一旦他没有底线，国民党主战派和共产党都会反对他，外患是日本人
可能撑不住会撤。
基于这两点，即便汪精卫一度成为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他最后的悲剧是必然的。
现在类似的：你在上周要不要参与机构加仓主导的大反弹呢？面临的问题有两个：
1，机构本身没有信念和坚持，天生摇摆，无非是三根 K 线就可引导的群体。
2，行情面临内忧外患。内忧是监管，无论对游资炒作的监管，还是对票据的监管。外患是美联储加
速缩表，外国人可能会撤。
我只是提出问题。看完这两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依然可以是不同的，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投资理念
是不同。
行业/公司
深度研究：嘉能可 Mutanda 裁员为哪般？
来源：笑看有色 作者：杨诚笑 2019-02-26

1. 嘉能可 Mutanda 为何裁员？
据消息报道，嘉能可计划在 Mutanda 裁员 2,000 人，主要是合约工。该公司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即停止
在 Mutanda 开采氧化钴矿，并投资开发从硫化矿中提取钴的新方法，计划削减成本。
我们认为，除了钴价下跌、刚果金矿税提高等外部因素外，Mutanda 项目矿石品位的下滑使得开采成本
上升，同时矿石中硫化矿占比提高，不得不加大投资使用硫化矿，以及硫化矿收率的下降加大了单位产品
的摊销成本，这些都使得 Mutanda 项目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的上升，使得公司不得不裁员来降低成本。
2. 品位下滑，成本增加


Mutanda 项目设计产能 2.3 万吨，目前已达产

嘉能可在刚果金在产钴项目除 KCC 外还有 Mutanda 项目，Mutanda 自 2011 年一季度达到 11 万吨铜/
年（不含堆浸）、2.3 万吨钴/年产能以来，到 2018 年 Mutanda 铜产量为 19.9 万吨（含堆浸）、钴
2.73 万吨，实现满产（未明确期间是否有扩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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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钴品位下滑明显，开采成本或将上升

但从其矿石品位来看 Mutanda 品位下滑明显，钴品位由 2011 年的 1%下滑至 2017 年的 0.66%，其中
高品位矿堆品位由 2011 年的 2.3%快速下滑至 2017 年的 0.59%。铜品位由 2011 年的 3.4%下滑至
2017 年 1.8%，其中高品位矿堆由 2011 年的 3.4%下滑至 2017 年的 1.73%。虽然矿石储量明显增加，
但在不扩产的前提下，入选品位的下滑，开采成本或将上升。

3. 使用硫化矿，铜收率影响较小而钴预期下降


之前对硫化矿基本弃之不用

自投产以来 Mutanda 一直使用氧化矿和混合矿，主要原材料是氧化矿和含 70%氧化矿的混合矿，产品为
电解铜和 40%的氢氧化物形式的钴盐，而对硫化矿基本弃之不用。嘉能可在 2011 年的报告中，完全没有
对硫化矿进行实验室分析。


硫化矿占比提高，不得不改变工艺

但 2019 年开始，Mutanda 所开采的硫化矿占比快速提高，公司不得不考虑使用硫化矿，这也是公司计
划改变生产工艺的主要原因。


氧化矿工艺流程短，过程易控制

因 KCC 主要原料以硫化矿为主、氧化矿&混合矿为辅，我们将 KCC 硫化矿工艺与 Mutanda 的氧化矿工
艺进行对比。从工艺来看，Mutanda 和 KCC 均主要采用湿法冶炼技术，Mutanda 还有堆浸工艺，但
KCC 的湿法冶炼工艺更为复杂。Mutanda 主要工艺流程为：破碎研磨-浓缩浸取富集-封流倾池（CCD）
和母液澄清（PLS）-铜萃取电解（SX-EW）-钴沉淀浓缩等，工艺流程短，过程易控制。


硫化矿工艺流程长，酸溶问题难处理，过程可控难度高

而 KCC 硫化矿主要工艺流程为选矿环节：先分别对硫化矿、氧化矿&混合矿进行破碎研磨-浮选（包括粗
加工、清洗和中矿再研磨）-浓缩过滤富集形成精矿；冶炼环节对硫化精矿进行浆化煅烧形成焙砂，后与
废电解液混合形成浆料；后对氧化矿进行浆化并以一定比例与硫化矿浆、硫酸混合形成混合料；最后对混
合料进行封流倾池（CCD）和母液澄清（PLS）-铜萃取电解（SX-EW）-钴沉淀浓缩-钴酸溶-钴电解。相
对 Mutanda 使用氧化矿而言，KCC 生产工艺流程长，酸溶问题难处理，过程可控难度高，在生产过程中
将造成大量的损耗。


使用硫化矿铜收率影响不大，但钴收率下降明显

从收率对比来看，铜收率受更改工艺影响不大，基本维持在 90%左右：但钴收率下降明显，氧化矿钴收
率为 80%，而硫化矿选矿环节在 76.6%，冶炼环节为 56.4%。
4. 过渡期，铜减产至 10 万吨，钴减产至 2.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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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内，因生产工艺的调整，Mutanda 铜产量将下降 50%左右，预计 2019-2021 年铜产量减产至 10
万吨。而钴产量嘉能可公司的生产指引为 2.5 万吨，考虑到项目前期爬产较慢，矿石处理量低于计划等因
素，预计 2019-2021 年钴产量分别为 2.3 万吨、1.9 万吨和 1.6 万吨。
萬事達卡可望進入中國市場，可能和網聯合辦清算公司
作者 愛范兒 | 發布日期 2019 年 02 月 26 日

萬事達卡進入中國一事有了新進展，有望和網聯合作成立清算公司在中國發行萬事達卡。
據《21 世紀經濟報》透露，萬事達卡有望成立人民幣銀行清算公司，持股 51%，網聯持股 49%，但也有
消息稱雙方各持股一半，或透過分別設立子公司的方式再合資。網聯清算公司是 2017 年由中國人民銀行
牽線設立的線上支付清算平台，主要處理非銀行支付機構發起的涉及銀行帳戶的網路支付業務。
2017 年，中國人民銀行會同銀保監會共同發表「銀行卡清算機構准入服務指南」，被認為是中國金融市
場向境外清算機構開放的訊號，Visa 和萬事達也在這一年向中國人民銀行提交申請資料。
然而，2018 年過去了，兩家進入中國的事仍沒有動靜，倒是另一家清算機構美國運通去年 11 月獲得批
准，成為第一家進入人民幣清算市場的外資銀行卡清算機構。
前不久《金融時報》爆料稱中國人民銀行拒絕 Visa 和萬事達的申請，「Visa、萬事達進入中國受阻」的
消息不脛而走，對此，中國人民銀行稱上述兩家機構均在 2018 年先後撤回申請資料，Visa 去年 4 月重
新遞交申請，但仍需補充其他材料。萬事達隨後也表示期待近期遞交的新申請，在中國本土的合作也在緊
鑼密鼓進行中。
由此看來，進入中國的進展上，Visa 似乎落後另外兩個競爭對手了。
新武器出籠！高通宣布整合 5G 基頻行動處理器，2019 年第 2 季流片
作者 Atkinson | 發布日期 2019 年 02 月 26 日

目前正熱烈舉辦中的世界通訊大會（MWC）中，無疑的 5G 手機已經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各家手機大
廠紛紛發表 5G 手機以宣示自己的技術領先性。不過，在目前發表的相關 5G 手機中，都還是以行動處理
器外加 5G 基頻晶片來連結網路為主，在手機設計上不免有較多的阻礙。對此，行動處理器龍頭高通
（Qualcomm）在台灣時間 25 日晚間公布了全球首款整合 5G 基頻的驍龍行動處理器（SoC），以解決
這樣的問題。
根據高通的介紹，新整合 5G 基頻的驍龍行動處理器將於 2019 年第 2 季流片，2020 年上半年商用。不
過，需要注意的是，現階段高通並沒有公布該款驍龍行動處理器的命名。不過，依照高通的命名慣例，目
前最新的行動處理器為驍龍 855 的情況下，未來新的行動處理器很可能會被命名為「驍龍 865」。
高通進一步指出，新一代整合 5G 基頻的行動處理器將支援第 2 代毫米波天線、sub 6GHz 射頻元件，還
支援 5G 的省電技術（PowerSave）。而目前高通旗下最新的 5G 基頻晶片，就是在日前所公布的驍龍
X55，這款頻晶片將於 2019 年底左右開始供貨。
驍龍 X55 5G 基頻晶片採用 7 奈米單製程生產，具備最高 7Gbps 的下載速度，以及最高達 3Gbps 的上
傳速度。同時 4G LTE 的網路部分也進行了升級，從 X24 支持的 Cat20，提高到 Cat 22，支援最高
2.5Gbps 的下載速度。
另外，X55 5G 基頻晶片除了支援 5G 和 4G 網路之外，驍龍 X55 5G 也支援 5G 和 4G 網路間共用重疊
的頻段，它主要是針對 5G 網路部署初期。因為 4G 網路承載大多數資料流程量。因此，透過支援 5G 和
4G 網路間共用重疊的頻段進行資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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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在高通心一代的行動處理器中，整合了 5G 基頻晶片之後，預料性能將至少與驍龍 X55 相同，甚
至還有可能進一步的提升。這對於目前也已經推出 5G 基頻晶片的聯發科、英特爾、三星、以及華為來
說，將可能會造成不小的壓力。
特斯拉 Model Y 傳上海車展亮相，將在中國工廠生產
作者 Unwire HK | 發布日期 2019 年 02 月 26 日

距 4 月的 2019 上海車展尚有一個多月，最近有消息指 Tesla 將在上海車展首次展出新車 Model Y。這
將是 Tesla 第二款 SUV，不過體積比 Model X 小，使用 Model 3 平台生產。在上海車展發表的原因，
有指出是 Model Y 將在上海工廠投產的車款之一。
Model Y 量產先在 Tesla 上海超級工廠文件首度曝光，將與 Model 3 同時成為首批在上海生產的車款，
文件提到 Tesla 訂下 2021 年 2 月前上海超級工廠每週生產 5,000 輛 Model Y 的目標。Model Y 並非只
在中國生產，Tesla 亦打算明年 12 月前於美國內華達州超級工廠投產，目標為每星期 7,000 輛。
使用 Model 3 平台的 Model Y，定位會和前者一樣親民，預計介於 Model 3 和 Model S 之間，不過可
肯定的是受限成本，Model Y 將不會有 Model X 的招牌鷗翼車門。
SEC 要求曼哈顿联邦法院裁定马斯克蔑视法庭
WSJ Dave Michaels / Tim Higgins 2019 年 2 月 26 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简称 SEC)周一要求一位联邦法官裁定特斯
拉(Tesla Inc., TSLA)首席执行长马斯克(Elon Musk)蔑视法庭，其依据是马斯克上周发布的讨论特斯拉
2019 年预期产量的推文。
SEC 在周一晚间提交给联邦法院的一份文件中称，马斯克违反了他在去年与 SEC 达成的和解协议中的一
项条款。马斯克去年曾被控通过 Twitter 发布与特斯拉私有化有关的误导性信息。根据和解协议，他在发
表任何可能影响特斯拉股价的言论之前，都要先得到该公司管理人员的许可。
特斯拉的一位发言人以及马斯克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2 月 19 日马斯克连发多条推文，首先是庆祝特斯拉汽车准备好向欧洲市场发货，马斯克指出近年来特斯
拉的巨大发展。他在加利福尼亚当地时间下午 4:15 发表的一篇推文中称：“2011 年特斯拉汽车产量为
零，但 2019 年将生产大约 50 万辆汽车。”
该推文暗示特斯拉今年将生产 50 万辆汽车，与该公司 1 月 30 日的预期数字形成对比。马斯克之前在其
季度股东信中向投资者表示，在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二季度之间的某个时间，Model 3 折合成年率的
产量将达到 50 万辆。特斯拉计划今年全年交付 40 万辆。
在 2 月 19 日的推文发布四个多小时后，马斯克又发了一条推文澄清说：“我想说的是到 2019 年底折合成
年率的产量很可能在 50 万辆左右，例如周产量达到 1 万辆，今年的交付量预期仍在 40 万辆左右。”
SEC 在其法庭文件中称，马斯克这条内容不准确的推文被传播给了超过 2,400 万人，而他在发表推文之前
并未寻求、也未获得预先批准。
在对 SEC 的回应中，特斯拉称马斯克推文的内容此前已获得该公司首席法律顾问和指定证券律师的预先
批准，用于 1 月 30 日发布。
特斯拉的外部顾问 Bradley Bondi 在一封落款日期为 2 月 22 日的信中写道，虽然美东时间下午 7:15 的
那条推文没有单独得到预批准，但马斯克认为其内容已经过审查、预批准并已公开传播，而且这条推文是
在纳斯达克交易时间之外发布的。这封信被包括在 SEC 周一提交给法庭并公布的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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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i 是律所 Cahill, Gordon & Reindel LLP 的合伙人。他透露，特斯拉的指定证券律师一直监控马斯
克的 Twitter 账号，也看到了那条 2 月 19 日的推文。Bondi 写道，这名指定证券律师与马斯克在特斯拉
的工厂进行了商量，并起草了一条推文来澄清原推文。
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执法部门前负责人 Brad Bennett 表示，接
下来法院可能会举行听证会，法官将考虑马斯克的推文是否违反了他此前所签和解协议条款，以及若果真
如此，有必要采取哪种惩罚措施来让他遵守协议。
对于马斯克可能面临何种额外惩罚，SEC 发言人不予置评。
Bennett 表示，法官不大可能下令采取最极端的惩罚，即禁止马斯克担任上市公司高管，因为他已经改正
了第一条推文。但法官可下令对马斯克的活动进行进一步限制，或采取他们认为能使马斯克遵守和解协议
的其他必要补救措施。
周一晚些时候，作为对一名用户的回应，马斯克在 Twitter 上提到了他在 1 月 30 日季度电话会议上说过
的话。这名用户指出，马斯克在这次电话会议上的表态显示，今年 Model 3 交付量可能在 35 万辆到 50
万辆之间。
马斯克周一发表推文称，SEC 忘了去看特斯拉财务会议的现场笔录了，这份报告明确说了 35 万辆至 50
万辆。他接着写道：“这多尴尬......”，并以“拥抱的脸”表情作为结束。之后他又发了一条推文说：“我非常
尊敬法官，我们的司法体系并不完美，但总体来说我们应该为之感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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