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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
美国驻华大使：中美贸易协议不会很快达成
WSJ Lingling Wei / Jeremy Page 2019 年 3 月 8 日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周五称，中美还未确定旨在解决两国贸易冲突而召开的峰会的时间，因为双方都
未感觉协议即将达成。布兰斯塔德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之间举行会晤的时间尚未敲定。他还称，与这一会晤相关的准备工作也还未展开。
布兰斯塔德表示，在安排峰会事宜之前，谈判人员需要进一步缩小双方的立场分歧，其中包括对潜在协议
的执行问题。
布兰斯塔德称：“双方均同意，必须有重大进展，亦即感觉立场非常接近，然后才召开峰会。”“我们尚未达
到这个程度，但是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相比，我们的立场已经更接近了。”
过去几周，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贸易谈判团队一直试图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以便双方领导人在可能举
行的峰会上签署。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双方曾一度讨论在本月召开峰会，可能是 3 月 27 日前后在佛罗里
达召开，即习近平结束对意大利和法国的访问之后。
支持“一带一路”加剧意大利联合政府内部分歧
英国《金融时报》 达维德•吉廖内 罗马报道

在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计划上出现的分歧使意大利联合政府进一步分
裂。与此同时，组成执政联盟的两个民粹主义政党正准备就一个关键的铁路项目展开最后磋商。
本周，意大利成为首个正式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全球投资努力的 G7 国家，引发白宫的尖锐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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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英国《金融时报》最先报道美意两国间争端的数小时后，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副部长、联合政府
的极右翼联盟党(League party)成员古列尔莫•皮奇(Guglielmo Picchi)呼吁政府内部进行“进一步反思”。
“目前我认为我们不该按原计划签字。”皮奇在 Twitter 上写道。在被要求进一步置评时，皮基表示拒绝。
意大利外交部一名高层官员表示，在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问题上，有关“加速一些和防范另一些”的担忧
是“不合理的”。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在欧亚大陆、中东及非洲 80 多个国家资助并兴建基础设施。几个中、东欧
国家，以及亚洲、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同意签署支持该倡议的备忘录。但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担
心，该倡议偏袒中国企业、使项目所在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并且被用来增进北京方面的战略与军事影响
力。
意大利的支持被认为削弱了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也会削弱欧盟(EU)为克服其在如何最好
地应对中国投资上的分歧所做的努力。
这场争端发生之际，“五星运动”党(Five Star)与联盟党正准备就一个有争议的铁路项目展开会谈。这个被
称为 TAV 的铁路项目旨在连接都灵和里昂两座城市，已拖延了数月，被视为两党冲突的主要源头。
对“五星运动”而言，这场冲突的起源可追溯到该党对 TAV 的抗议，该党猛烈抨击 TAV 是对政府资金的滥
用。针对该项目的重新谈判是“五星运动”竞选纲领的中心支柱，若不能重新谈判，可能会引发选民们的不
满。但联盟党长期支持该项目，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此前曾表示，
该项目“必须推进”。
同为意大利副总理的路易吉•迪马约(Luigi Di Maio)在接受意大利 RTL 102.5 电台采访时说：“那些希望政
府在这一问题上分崩离析的人都错了。我们将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预计意大利政府将于周五就该项目做出最终决定。“我将根据你们提供的技术数据，然后从政治角度做出
最佳决定。”意大利总理、联合政府两党之间的主要调解人朱塞佩•孔蒂(Giuseppe Conte)表示。
中国的非正式手段让贸易伙伴紧张
英国《金融时报》 杰米•史密斯 悉尼 ， 韩碧如 北京报道

去年当加拿大应美国引渡要求拘留华为首席财务官的时候，中国迅速展开了报复：两名加拿大人被捕，还
有一名来自该国的囚犯被判处死刑。
本周，在加拿大启动将孟晚舟引渡美国的程序之后，北京停止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canola)——油菜籽是
加拿大最大的出口产品之一。禁运是精心设计的：它适用于加拿大最大的出口商，但不适用于同样经销加
拿大油菜籽的美国公司。
在太平洋对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企业也在担心本国对华为的政策是否会招致经济报复。澳大利亚已禁
止华为向其出售 5G 设备，新西兰对华为在安全方面的角色提出担忧，使得人们担忧中国正在部署更微妙
的经济压制措施。
上月有报道称，中国近来对来自的澳大利亚煤炭进行额外的海关检查，导致长时间的延误。澳大利亚政府
曾预测，2018 至 2019 年该国煤炭行业出口将创造 670 亿澳元（合 470 亿美元）的出口收入。此前，澳
大利亚对中国的葡萄酒出口受到干扰，去年中国还对澳大利亚大麦进行了反倾销调查。
上月，北京还搁置了共同启动中新旅游年的计划，而新西兰总理原定的国事访问也未能成行。上月，新西
兰航空公司的一架喷气式飞机由于文书工作错误而未获准在上海降落，最终在空中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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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否认这些事件与围绕华为的政治紧张局势有关。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对这些事件作淡化处理，称没有
证据表明它们是针锋相对的报复。但一些商界领袖和分析师表示，这些措施很可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用
来向政策制定者施压。
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彼得•哈勒尔表示，最近几周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生的涉及贸
易和旅游的风波，与中国过去十年利用的经济胁迫手段如出一辙。他说：“中国倾向于通过非正式措施让
对方付出经济代价，例如有选择地实施国内法规，包括加强海关检查。它通常不会将外交政策争端与胁迫
手段联系起来，这让它有撇清的空间，也可以更灵活地升级或缓和事态。”
2017 年，中国占到新西兰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同时占到澳大利亚出口的近三分之一。中国是新西兰最
大的贸易伙伴，2017 年新西兰与中国的贸易额达 261 亿新西兰元（合 178 亿美元），而澳大利亚与中国
的贸易额为 1830 亿澳元。
创立了马鸿（北京）投资管理顾问公司的新西兰人马大伟(David Mahon)表示：“北京方面的观点是，如
果你想继续当它信赖的贸易伙伴，那么你就不能加入旨在遏制中国的西方联盟。”他认为禁止华为进入其
市场的决定是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紧张关系的核心。
美国新安全中心在一份报告中警告说，北京对胁迫手段的使用在频率和范围上都在增加。该报告认为，随
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将对更多国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此前的例子包括，在韩国 2017 年部署美国萨德(Thaad)导弹系统后，中国在工商行政管理方面对韩国零
售集团乐天(Lotte)进行干扰，以及取消韩国明星演唱会。
此外，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期间，中国曾通过限制进口菲律宾香蕉来对其进行惩罚；2010 年挪威向持不
同政见的作家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曾禁止进口该国的三文鱼。
信用评级机构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上月，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表示，加拿大和中国之间政治紧张局势升
级给加拿大的大学带来了信用风险——这些大学的收入严重依赖中国学生。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有大量的中国学生，这引起了人们对大学这一部门的担忧，担心政治关系恶化可能影
响到它们在国际上的招生。
新西兰副总理温斯顿•彼得斯表示，新西兰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受政治影响的报道是“危言耸听”，当地出口商
经历的任何轻微延误都是由于中国海关制度的技术变化所致。
他说：“将这些解读为两国贸易关系出现问题不仅是牵强附会，根本就是假新闻。”
总部位于悉尼的智库罗伊研究所的分析师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表示，中国过去一直不惜将贸易用
作武器，损害目标国家的企业并威慑其公民。他补充说，新西兰对可能出现的贸易制裁有些恐慌，但没有
迹象表明，中国针对该国或澳大利亚进行了系统的经济胁迫活动，马利德称，煤炭在海关的延误至今原因
不明。
马利德表示：“我们还没有看到来自北京方面最糟糕的报复活动。它正在忙着与特朗普就贸易问题斗智斗
勇，不想多线作战。这些事件可能只是想让政策制定者高度重视经济胁迫的潜在威胁。”
然而有迹象表明，新西兰工党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上个月，阿德恩表示尚未就华为是否可以参与该
国 5G 移动网络建设做出最终决定，并向北京方面保证新西兰“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3

欧盟寻求明年与中国达成投资协定
英国《金融时报》 迈克尔•皮尔 布鲁塞尔 ， 金奇 香港 ， 韩碧如 北京报道

欧盟希望在明年之前与北京方面达成一项投资协定。该联盟正试图对中国采取更加一致的立场，以遏制日
益扩大的内部分歧。
欧洲各国将利用下月与中国举行的峰会，推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进展，该协定已酝酿多年，它将明确
对外国公司开放的行业。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看到的会议结论草案，欧盟还希望中国在投资海外基础设
施的方式上提高透明度。
意大利磋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以支持北京方面有争议的全球投资计划“一带一路”倡议(BRI)，更是加大
了欧盟统一对华立场的紧迫性。
欧盟希望采取一致的姿态，加深欧中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合作，同时应对某些领域的紧张，比如围绕中国
高科技产品的安全担忧。
“这是为了把中国列为一个议题，表明我们团结一致——而且我们必须迎接挑战，”一位欧盟外交官说。
“我们必须与中国打交道，即使我们不喜欢某些事情。”
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于 4 月 9 日出席与欧盟领导人的峰会。
尽管德国等一些欧盟国家已出台更严厉的法律来审查中国投资，但葡萄牙等另一些成员国敦促欧盟不要诉
诸保护主义。
欧盟力求以 2020 年为最后期限与中国达成投资协定，这个目标表明双边关系的活跃程度达到了一个新水
平——从 2013 年至 2018 年年中，中欧围绕双边投资协定已经举行了 17 轮谈判，但进展极其缓慢。峰
会联合声明草案（尚未经中方审核）列出了这一最后期限。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紧步伐之际，预计中国立法机构将在下周通过一部外商投资法，作为北京与华盛顿达
成贸易协议的努力的一部分。
新规则将建立一份“负面清单”，列出外资受到限制的行业，并开放其他所有行业——这是美国已争取多年
的一个重要让步。
全国人大发言人张业遂周一对记者们表示，中国这部新法律涉及“根本性变革，将提高投资环境的开放
度、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分析师们表示，美中贸易战以及同时发生的美国收紧对中企投资审查，有助于推动北京方面聚焦于巩固中
国企业在巨大欧洲市场的准入。
去年中国对欧盟投资下滑使北京方面更加重视这个目标。根据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和柏林墨卡托
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联合研究，中资企业 2018 年对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下降 40%，至 173 亿
欧元。
研究报告称，虽然这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收紧外汇管制，但也要归因于“投资目的地经济体的监管审
查日益严格”。
欧盟在峰会联合声明草案中提出的其他目标，对北京来说将更具争议，尤其是呼吁对中国运作“一带一路”
倡议的方式做出重大改变；该倡议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标志性战略。
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北京方面寻求为世界各地 80 多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并参与建设。该倡议下
的大部分基建项目，特别是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资助的项目，都没有对承建商进行公开
招标。相反，赢得巨额合同的公司往往是由中国政府选定的，整个过程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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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中国峰会的联合声明草案呼吁加强合作，在被称为“欧亚联系”的一带一路项目中改善“透明度、包容
性、公开采购，为投资者和相关企业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北京方面表示，西方有关一带一路项目不透明或者给目的地国家带来繁重财政负担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一带一路”倡议是协作性的，现已获得 150 多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接受。
罗马方面本周表示，计划在本月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期间签署一份支持“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此举已受
到美国批评。
宏观经济
2 月中国贸易数据简评——莫为“失速”遮望眼
莫尼塔宏观研究 2019-03-08

摘要
2 月中国出口增速猛烈下滑，贸易顺差大幅收窄，主因春节错位。观察海关总署给出的季调数据，以
及 1、2 月合并数据，年初以来中国进出口增长相较去年 12 月应略有改善。考虑到去年春节较晚，
春节因素对出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3 月，因此意味着 3 月中国出口面临低基数，增速或将显著反弹。
我们以 1、2 月合并数据做分项比较。


1-2 月中国出口的拖累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中美贸易冲突和全球经济放缓。在这个大背景
下，中国出口减速不意外、也会持续。



1-2 月中国进口的拖累因素主要就是关税影响下从美进口的减少。中国从几乎所有地区进口的
拉动都较去年 12 月有所好转，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在边际上，似有向中国回摆之征兆。
这与全球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的“超预期”走弱相互映照。



1-2 月中国进口农产品的数量贡献得到明显提升或修复，而进口工业品的数量贡献则较去年 12
月进一步放缓，体现内需（从而中国经济）仍总体弱势。

我们认为，2019 年全球经济放缓造成出口减速是个总基调，出口多元化是个政策方向。目前，美方
已宣布无限期暂停加征更多关税。而从我们草根调研了解的情况看，2000 亿商品加 10%的关税对中
国出口企业短期冲击不是太大，且随着前期“抢出口”的透支效应修复，中美互征关税的负面影响也将
有所弱化。在一系列逆周期政策的支持下，年初以来中国经济已呈现出边际修复迹象，但于此同时，
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了高层无意再来新一轮强刺激。简言之，2019 年中国经济的主旋律仍是“平稳下
行”，短期数据波动带来的过于悲观抑或乐观看法都需修正。短期经济数据波动也不会成为当前影响
中国股市关注的主要因素，资本市场的重新定位、中美谈判的积极进展、垄断领域的渐次放开、以及
与之相伴的经济活力的再度焕发，才是支撑和推动当前中国股市的主要逻辑和坚强后盾。
正文
一、春节前后总有惊悚
2 月中国出口增速猛烈下滑，贸易顺差大幅收窄，主因春节错位。剔除这一影响，年初以来中国进口
和出口增长相较去年 12 月略有改善。以美元计价，2 月出口同比大幅下挫至-20.7 %，为 2016 年 3
月以来新低；进口同比小幅下行至-5.2%；贸易顺差 41.2 亿美元，环比骤然收缩，但每年春节月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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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贸易顺差收窄至零附近。合并 1、2 月份数据来看，1-2 月 437.1 亿美元贸易顺差中，对美贸易
顺差高达 420.2 亿美元，尚未有效压缩。

但观察两组剔除春节因素后的数据：1）海关总署给出的季调数据，出口同比 1.5%，仅较上月小幅回
落，好于去年 12 月；进口同比 6.5%，较上月进一步回升（图表 1）。这体现 2019 年初以来，中国
外贸增长出现一定程度的修复，这与财新 PMI 出口订单指数所展现的情况相符。2）合并 1、2 月数
据来看，出口同比 0%，与去年 12 月持平；进口同比 1.5%，较去年 12 月小幅回升（图表 2）。考
虑到去年春节较晚，春节因素对出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3 月，因此上述对比对年初以来出口修复的情
况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同时也意味着 3 月出口面临低基数，增速或将显著反弹。
二、中美争端与外需放缓是主要拖累 我们以 1、2 月合并数据做国别比较。
1）1-2 月中国出口的拖累因素主要来自两个：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经济放缓。相比于去年 12 月，中
国对美出口的拉动负值进一步扩大，而整个 2018 年，中国对美出口的拉动是最强的之一。也就是说，
与中美贸易争端相联系的“抢出口”透支效应，是拖累年初以来出口的一大关键。此外，中国对东盟、
日本和其它国家出口的拉动也显著走低（2018 年、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渐次走低），意
味着全局性的外需放缓是拖累中国出口的另一大关键（图表 3）。年初以来，欧、美、日及全球制造
业 PMI 全线走低，全球增长放缓迹象凸显（图表 4）；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重挫，全球贸易增长趋
弱；与中国出口相似的韩国，出口增速也持续走低（图表 5）。放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出口减速不
意外、也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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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月中国进口的拖累因素主要就是关税影响下从美进口的减少。相比于去年 12 月，中国从欧盟
进口的拉动显著回升，并与去年全年相当；从美国进口则保持较大的负向拉动，表明可能有一部分进
口从美国转移到了欧洲。中国从几乎所有地区进口的拉动都有所好转，意味着年初以来中国进口需求
出现一定改善（图表 6）。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似有向中国回摆之迹象，这与全球经济，特别是欧洲
经济的“超预期”走弱相互映照。但这只是边际上的，年初以来中国进口需求仍显著弱于 2018 年，经
济平稳下行的大方向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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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产品进口获得修复

同样以 1、2 月合并数据做重点进口大宗商品的量价比较。1）1-2 月，中国进口农产品的数量贡献得
到明显提升或修复，而进口工业品的数量贡献则较去年 12 月进一步放缓，体现内需仍总体弱势。12 月，进口食用植物油、鲜果干果及初级形状塑料的数量贡献，较去年 12 月显著提升；进口谷物及
谷粉、大豆、未锻造铜及铜材的数量拖累也较去年 12 月有所修复。而进口金属加工机床、铁矿砂及
其精矿、钢材及纸浆的数量拖累，则较去年 12 月进一步恶化；进口原油和成品油的数量贡献有所减
弱（图表 7）。2）1-2 月中国进口重点商品的价格贡献与数量贡献大多“此消彼长”，使得总体进口金
额的波动得到平抑。1-2 月进口金属加工机床、汽车和汽车底盘的价格贡献显著增强，而进口食用植
物油、鲜果干果、初级形状塑料、原油、成品油、铜材的价格则呈现出明显拖累（图表 8）。
美联储下次行动是降息的可能性高于升息
路透伦敦 3 月 7 日

鉴于景气周期来到晚期，以及过去在类似情况下所做出的回应，美联储下次利率举措是降息的可能性大过
升息。
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是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委员们基于判断通过自由裁量程序做出的，并非依
照严格的规定做出。
尽管如此，由于政策制定者面临类似的经济数据时倾向于做出类似的选择，因此政策控制的利率往往追随
明确的景气周期。
FOMC 在接连升息后已决定暂时停手，重新评估各项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下次行动正常来说会是降
息。
当经济扩张变得成熟、收益率曲线有可能倒挂、通胀看似受到控制，以及经济以温和速度扩张时，FOMC
通常会按下暂停键。
到了这个阶段，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制造业指数等主要景气指标，通常会触顶并开始往下走。
如果经济增长随后进一步放慢，或遭遇“低潮”，那么委员会的反应通常是通过降息来维持增长。
不存在明确的通胀压力，让决策官员能够把维持经济增长的优先性排在控制物价前面，并为降息提供合理
根据。
近几十年，政策制定者极少在喊停一段时间后恢复升息。
8

短期利率通常在扩张周期完成前就达到顶峰，等到经济进入衰退时早已在下降。
**未竟之业**
前纽约联储总裁暨 FOMC 副主席杜德利则持不同观点。杜德利现为彭博的观点作者。
“下一个行动仍将是升息，尽管时间会有所推迟。”他在周三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别认定美联储升息
进程已完成”，彭博 3 月 6 日)
“我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将快于往常。第一季度这一趋势可能并不明显，因为政府停摆、贸易不确定性
和退税反响平平将抑制增长。之后的前景可能会愈发光明。”
“对美联储而言，‘耐心’可能并不意味着结束，”杜德利写道。极少有分析师比他对利率决定程序有更直观
的了解。
但在暂停升息半年或更长时间后恢复升息，会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应对经济阶段性疲软**
当前的经济状况和 1997/98 年的情况类似，当时利率先是维持不变，之后在 9 月至 11 月间下调了 75 个
基点。
美联储在 1998 年指出，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其他地区经济低迷，恐令美国经济承
压。
时任美联储总裁的格林斯潘在 1998 年 9 月对 FOMC 称：“经济一直表现不错，但现在出现明显的恶化迹
象，包括一些经济加速疲软的迹象。”
“据我判断，经济疲软信号愈发普遍，但目前并不危险，”格林斯潘称。(1998 年 9 月 21 日电话会议记录)
一周后，FOMC 宣布降息，后来证明这是三次 25 基点降息中的第一次。降息的同时美联储还发布了如下
声明：
“近期全球经济的变化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调整，意味着小幅调降联邦基金利率，应该符合维持低通胀和
保持经济进一步成长的要求，”(1998 年 9 月 29 日 FOMC 会议新闻稿)
1998 年底降息之后，经济涉险躲过衰退，在 1998-2000 年余下的时间里继续扩张，挺过了互联网泡沫
时期，直到 2001 年 4 月进入衰退。
截至 1998 年底美联储共计降息 75 基点，随后开始转变方向，从 1999 年 6 月开始逐步升息，一直到后
来被证明是周期顶部的 2000 年 6 月。
**接下来会怎样？**
目前的形势与 1998 年十分相似，包括已经很低的失业率、低通胀率、接近倒挂的收益率曲线和疲弱的全
球经济。
1998 年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承受的压力更重，美国经济受到的波及程度也比 2019 年更明显。
但 IMF 等预测机构近来亦警告称，2019 年全球经济前景十分“脆弱”，金融市场日益严重的压力信号暗示
经济衰退可能到来。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难想象，经济一旦出现进一步疲软的证据，美联储就会以降息作为回应，从而维持经济
的继续扩张。
美国经济在 2019 年稍晚与 2020 年有可能安然渡过任何暂时性的疲弱期，保持高于趋势的增长，这有可
能推升通胀，促使美联储再度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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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资者与商业领袖来说，美国与中国可能达成贸易协议，从而消除一个重大的不确定性。
随着欧洲与亚洲经济从当前的大幅放缓中脱身，全球贸易可再度加速增长。
美国消费者与企业或能继续保持信心，消费与投资支出持续强劲增长。
随着消费增长与 OPEC 减产令市场供应紧俏，油价可能重拾先前的涨势，从而使得全球通胀面临上行压
力。
如此一来将可证明杜德利是正确的，美联储的这个升息周期还没结束。
当前已持续 117 个月的经济扩张，也可望打破 1991-2001 年长期荣景期间创下的 120 个月的纪录，而后
延续至 2019 年与 2020 年。
不过总的来说，许多投资者认为美联储更有可能在更长一段时间维持利率不变，或在 2019/2020 年稍晚
降息，以便在面临低迷之际继续维持经济扩张。
ECB 终于认怂——欧洲必定日本化
付鹏的财经世界 2019-03-08

欧洲央行隔夜终于认怂了，又是憋了两个季度的滞后。大家对于欧洲的核心问题经历了过去的九年，
所有人都看的非常清楚，欧洲的结构性问题才是核心的矛盾根源。被夹杂在其中的欧洲央行无奈的尴
尬，德拉吉先生怕是在自己的任期内也无法完成所谓的退出，欧洲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注定的欧洲央行
的命运，极端的说欧元区的解体可能性越发的高；
去年我就曾不断地在日记中说到一个观点，那就是欧洲央行日本化的问题，结构性的无解将不断地拖
累欧洲，久病想康复的周期会越来越长，和美国之间的周期错配将会越发的明显，最终就变成了如果
全球没有一个足够长的复苏周期的情况下，欧洲央行将根本无法完成真正意义的退出，自己似乎刚有
点苗头，其他国家却开始陷入到繁荣的末端，迅速自己又率先恶化，货币政策又被死死的按在了地板
上继续摩擦。
结构性的问题需要结构性的改革，做不到这一点，货币政策最终会沦为鸡肋。不仅仅是日本，欧洲，
甚至是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将都会逐渐地陷入这个大家都看的到的陷阱中，包括中国在内。
虽然各个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不尽相同，但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自己国家的问题，还有这
场全球化运动留下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结构性问题的弊端，这需要的改革将会是非常疼痛的。
2019 对于欧洲现在来看，ECB 的认怂是我们预期内的事情，下调经济下调通胀预期，继续 TLTRO 操
作，为南欧的银行操碎了心，所谓的大家担心 TLTRO 到期后导致的断崖风险，说不好听的就是被意
大利西班牙等国和他们的银行给绑架了，不救我大家一起死，想停药，先问问我们答应不答应。
欧洲银行贷款增幅去年触及危机以来高位，在欧洲央行这样大剂量的帮助下，融资不是欧洲银行的主
要隐忧，然而，经济却依旧开始疲软，我想欧洲央行的官员们内心不会没有意识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如同抗生素烂药性一样已经越来越弱了。
央行们能做的是什么？他们扭转不了结构性的改革，他们能做的就是药不能停，但病人依旧得不到康
复，还得嘴上说，没事我相信药一定会起作用的。
进入到二季度末，欧洲央行的德拉吉先生基本上就准备收拾办公室的行李了，虽然任期还有几个月，
但是实质的人选和权力的交接都将会开始，会不会是德国人魏德曼上台，这将会是最大的变量所在。
德国默克尔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德国的民粹思潮也在升温，强硬的德国人如果上台主导，那必然是
强调财政纪律，进行约束，反对欧洲央行现行的这种得过且过谁都的照顾到的刺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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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国人不能够上台主政 ECB，法国人主政 ECB，那么欧洲怕是还得继续得过且过下去。
另外，欧洲央行的立场明确下来后，欧元的汇率将完全转为美国的预期，跑马游戏可以说欧洲这匹马
已经被证伪，在美国被证伪之前（经济预期彻底转弱之前）欧元是走弱的，下一环将会是美国的预期。
行业/公司
未来 5 年中国锂电池正极材料行业影响因素
长江有色金属网 2019-03-08

导读
锂电正极材料行业目前整体来看处于供大于求的阶段，未来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动力电池的需求增长情况。
并且在产品分布方面，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
有利因素
1、列入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
2017 年 7 月 14 日，国家工信部发布《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指导目录》涉及新能
源领域的新材料有 4 项，包括高性能锂电池隔膜、镍钴锰酸锂三元材料、负极材料、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
材料。
2、产业高速发展，形成产业基地
由于我国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所需的锂、钴、锰、镍等金属资源丰富，消费类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等锂
电池其下游应用市场迅速扩张，近年来中国锂电池正极材料行业不断发展壮大。国内锂电正极材料行业集
中度较高，已经形成了以京津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三大锂电正极材料产业基地。
3、下游行业发展带动产业增长
受锂电池及其下游行业快速发展的驱动，锂电池正极材料增长较为迅猛。作为电动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动
力锂电池是影响整车性能、成本及用户使用体验的关键部件之一，也是整车成本中占比最大的零部件，其
成本占整车成本的一半。细分来看，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及电解液四大关键材料的成本占电池成本
的八成以上。其中正极材料的成本也占据了锂离子电池总成本的 40%左右。
4、技术不断创新
依托昆明理工大学建设的云南省先进电池材料重点实验室，主要围绕锂离子电池及关键材料开展研究，开
发了锂离子三元电池正极材料、电池制备及管理等核心技术。“十三五”以来在核壳结构长寿命高镍正极材
料技术开发方面取得新突破，显著提升了高镍正极材料的循环稳定性。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夏定国教授团队开展新型高比能锰基正极材料研究，突破了掺
杂、包覆、纳米形貌等传统改性方法的限制，将 LiMO2 相与单层 Li2MnO3 相复合制备出了一种 O2 构
型的锰基富锂动力电池正极材料。这种正极材料具有 400mAh/g 以上的放电比容量和 1380Wh/kg 以上
的比能量密度，为开发比能量大于 500Wh/kg 的新型锂离子电池提供了可能，是目前国内外已报道的具
有最高比能量密度的锂离子电池锰基富锂正极材料。该研究为新型高比能量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设计思
路提供了新的方向，并突破了国外层状锰基富锂材料专利（O3 构型）的限制。
不利因素
1、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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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正极材料产能主要集中在低端产品，在一些高端产品，比如高性能三元材料等领域目前产能仍有
不足。因此，锂电正极材料行业目前整体来看处于供大于求的阶段，未来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动力电池的需
求增长情况。并且在产品分布方面，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
2、与日韩先进企业有一定差距
国际上有一定产能和知名度的正极材料公司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国和韩国，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正极材料企
业规模普遍偏小，产品也较为单一，因此上述三国全球正极材料行业公认的三大巨头国家。
日韩两国在正极材料行业发展较早，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三元材料等高端正极材料产品，而国内方面，由
于多方面的原因，锂电正极材料产业在过去的发展中心集中在磷酸铁锂，近两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
发展，国家和企业逐步重视三元材料行业的发展，但在技术方面仍然和日韩先进企业有一定的差距。
3、替代风险
锂电池正极材料行业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快、性能要求不断提高。此外，替代技术如燃料电池、锂硫电池、
锂空电池虽然距离大规模产业化还有待时日，但不排除未来出现技术革新替代现有产品的风险。
生產上軌道，Panasonic：特斯拉用電池事業料 2019 年度轉盈
作者 MoneyDJ | 發布日期 2019 年 03 月 08 日

時事通信社 7 日報導，Panasonic 社長津賀一宏接受專訪時表示，供應給美國電動車（EV）大廠特斯拉
（Tesla）的車用電池事業預估可在 2019 年度（2019 年 4 月開始的會計年度）由虧轉盈，主因特斯拉的
生產上軌道、電池生產狀況持續良好。津賀一宏指出，「若特斯拉車輛銷售穩健成長、電池能產能全開進
行生產的話，就可轉盈」。
Panasonic 把車用電池定位為核心事業，特斯拉是 Panasonic 車用電池的主要供應對象，雙方於 2016
年度開始共同營運位於美國內華達州的「Gigafactory」超級電池工廠。該座超級電池工廠生產特斯拉新
型車「Model 3」用電池。
關於上述超級電池工廠，Panasonic 對於擴充產能等追加投資抱持謹慎姿態。津賀一宏指出，關於該座電
池工廠，「現在不會進行過度的先行投資」。
截至台灣時間 8 日 13 點 15 分為止，Panasonic 下跌 0.89% 至 978.8 日圓，稍早最低跌至 975.5 日
圓，創 1 月 4 日以來新低水準。
Panasonic 於 2 月 4 日以「汽車&產業系統（包含以車用電池為主的「能源事業」）」業績惡化為由，
將 2018 年度（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合併營收目標自原先預估的 8.3 兆日圓下修至 8.1 兆日
圓、合併營益目標也自 4,250 億日圓下修至 3,850 億日圓。
Panasonic 並將 2018 年度以車用鋰離子電池占大半比重的「能源事業」部門營收目標，自原先預估的
7,880 億日圓下修至 7,150 億日圓、營益目標也自 221 億日圓下修至 201 億日圓。
上季（2018 年 10-12 月）Panasinic 能源事業營收較前年同期大增 25% 至 1,901 億日圓、營益暴增
371% 至 165 億日圓。
傳美企憂中國動手腳，要求台廠伺服器電源生產移出中國
作者 MoneyDJ | 發布日期 2019 年 03 月 08 日

美國企業對中國製產品的疑慮日增，連不起眼的電源零件也難逃檢視。美企憂慮中國生產的伺服器電源線
和插頭，可能遭動手腳、竊取敏感數據，要求台灣供應商把此類零件生產移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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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新聞報導，光寶科技主管透露，美國客戶憂慮伺服器的電源零件在中國生產，有網路間諜風險，要求
光寶科轉往其他地方生產。光寶科砸下台幣 100 億元在高雄設廠，原本要製造汽車電子零件，如今為了
滿足美國客戶需求，決定在高雄廠生產伺服器電源零件，預定今年 6 月試產。
光寶科客戶包括 Dell、惠普（HP）、IBM 等。台灣資安科技研究所（Cybersecurity Technology
Institute）副主管 Tien Chin-wei 說，美企憂慮相當合理，技術而言，確實可以辦到。駭客利用電源供應
系統或電源線，取得伺服器數據並不難。趨勢科技的資深威脅研究員 Philippe Lin 也說，倘若伺服器遭滲
透，啟動電源供應系統的植入晶片，電源線能充當傳輸數據的隱密管道。他同時指出，案例顯示中國公共
場所的智慧手機免費充電線，一旦接上，也能取得智慧手機內數據。
光寶科的電源零件和電源供應系統用於智慧手機、筆電、伺服器、數據中心等。產品出貨給廣達、緯創、
英業達（組裝成伺服器。去年許多台廠為了躲避美國關稅，生產移出中國。如今部分台廠表示，安全考量
也是出走中國的原因之一。廣達高層就透露，該公司生產移往台灣等地，有三大原因，分別是網路安全、
關稅、地緣政治風險。
美企態度改變，可能與去年《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爆料有關。CNBC、華盛
頓郵報報導，《彭博商業週刊》指稱，中國組裝的伺服器暗藏監控微晶片，藉此竊取美國的智慧財產權、
貿易和軍事機密等。蘋果、亞馬遜、美國政府機關等都是受害者，不過蘋果和亞馬遜等都否認此一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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