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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报道主流媒体报道

（一）美国沃克斯新闻网：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侵袭中（一）美国沃克斯新闻网：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侵袭中

国时会发生什么国时会发生什么

如今传染性较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已在中国出现，这对冬

奥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鉴于距北京冬奥会

召开还剩一个多月时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一重要政治

会议将于明年秋季举行，局部封控这一防控疫情的措施有可能延

续至 2022 年，也许甚至更久。

中国的政策基本上和美国截然相反，美国一直试图与新冠病

毒共存。在中国，任何阳性病例都会被隔离，以监测技术和人工

智能为支撑的密接者追踪方式能够精确找到疫情暴发点，一旦发

生某一病例，楼房、街区甚至整个小区都会被封控。但是，随着

传染性更高的变异病毒的出现，新冠清零政策将更加难以实行。

目前，中国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病例尚在少数。据《华盛顿邮报》

报道，在紧邻越南边境的一座南方城市出现了一个感染病例。

“作为最薄弱的环节依然强大”“作为最薄弱的环节依然强大”

过去两年来，随着某些产品在热门商店中的消失、N95 口罩

和新冠检测试剂等重要用品的缺货，我们对供应链的脆弱性都深

有体会。电子器件、汽车以及消费品都非常容易受到这种供应波

动的影响。许多供应短缺都与中国的封控措施有关：一个零星病

例就足以使一座大型港口关闭。不过，尽管有一些商品短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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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供应链整体上还比较具有韧性，大型零售商的调整适应

能力较强。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资深人士 David Dollar 说：“供

应链保持得如此好，实在了不起。像中国这么大，虽然因疫情能

关停某个港口，但毕竟还有其它 20 个港口在运营。”有关就奥密

克戎变异毒株对消费者的影响，专家们意见不一。科尔尼咨询公

司（Kearney）的一位供应链方面专家 Per Hong 警告称，即便是

中国工厂、码头或港口的局部封控也会产生影响。Per Hong 说：

“虽说美国的供应链处于最薄弱的环节，但还是比较强大的，至

于全球供应链，薄弱环节更是无处不在。”在经历了两年的隔离后，

美国的需求正在上涨，如今似乎每个人都在消费，供应将会出现

一些短缺。未来几个月什么会供应短缺，现在还很难预测。对于

供应链短缺所带来的影响，消费者要半年时间才会感受到。

目前，随着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经济学家纷纷警告称，中

国的增长会趋缓，这对美国经济也会产生影响。Kroll 研究院的一

位经济学家 Greene 称：“以前得益于中国在全球的大量需求，我

们才能摆脱经济衰退。这次我们知道自己无法再靠中国摆脱衰退

了，因为中国增长在放缓。”

作者：Jonathan Guyer，2021 年 12 月 24 日

翻译：李洁心

(https://www.vox.com/22850441/covid-omicron-china-lockdown-olympics-

travel-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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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连线》杂志：一年了，拜登的对华政策（二）美国《连线》杂志：一年了，拜登的对华政策

越来越像川普了越来越像川普了

12 月 10 日，美国财政部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实施

制裁，也禁止美国投资。该公司被控开发人脸识别软件，应用于

所谓新疆问题。此举是在世界人权日出台的一系列制裁措施的一

部分，迫使商汤科技公司推迟了在香港的上市计划。美国财政部

正式将商汤科技列入了中国军工联合体（CMIC）名单，该名单是

在 2020 年 11 月由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创建的，当时还不是这

个名字。今年 6 月，拜登总统从名单上删除了一些公司，又增加

了一些公司，扩大了名单的范围，将销售监控技术的中国公司加

入名单。12 月 16 日，八家公司被列入黑名单，包括无人机制造

商大疆和面部识别公司旷视科技。这些举动表明，尽管措辞有所

缓和，但拜登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在某

些情况下，拜登政府甚至以特朗普的标志性措施为基础，削减一

些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的政策，同时加大所谓人权问题上的声讨。

有一些企业从该名单上撤下了。今年 6 月，拜登撤销了所谓的美

国版抖音（TikTok）禁令，该禁令曾两次被美国法官阻止。这项

禁令将要求这家中国的短视频应用离开美国，除非母公司字节跳

动将抖音（TikTok）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拜登随后呼吁在 180

天内对所有外国应用程序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审查的最后期限已

过，但没有任何重大公告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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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登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Air 

China) 从温哥华飞往深圳的包机，落地后受到玫瑰和挥舞旗帜的

人群的欢迎。应美国当局要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已

在加拿大被关押 3 年，美国当局指控她帮助华为公司逃脱美国对

伊朗的制裁。孟晚舟与司法部达成了一项暂缓起诉协议，允许她

回国，消除了美中关系中的一个主要症结。但拜登政府收紧了对

华为的其他限制。特朗普把这家中国公司列入了广泛禁止美国公

司与之做生意的名单。美国公司必须申请取得特别许可证，才能

向华为和其他名单上的公司销售软件或微芯片等组件。今年3月，

拜登政府加大了美国公司获得这些牌照的难度。几个月后，华为

剥离了智能手机部门荣耀（Honor），这样在中国以外地区销售的

设备就可以重新使用谷歌的安卓系统和其他软件。特朗普政府时

期的前商务部官员纳扎克 • 尼克塔尔(Nazak Nikakhtar)表示：“我

认为两届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太多分歧。”

在很大程度上，拜登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他需要避免引

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同时在美国公众和国会对中国持越来越负面

的看法时，他也不能显得“软弱”。拜登最近表示，美国不会派

遣任何政府官员参加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但分析人士说，

拜登没有提出明确的对华政策，只是说两国是竞争对手。曾在奥

巴马后期和特朗普早期政府中负责中国政策的职业外交官苏珊 •

桑顿说：“拜登政府很难高调、公开或快速地采取行动，因为在

对华事务上的政治空间非常狭窄。”桑顿说，很难看清这些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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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限制中国公司背后的政策。拜登政府曾表示，它没有试图遏制

中国，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我们在干嘛。”她补充说。

在特朗普时代的关税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受到贸易和投资限制的

中国公司的名单还在增加，这是一个很棘手的情况。

特朗普在他执政的第一年打响了贸易战的第一枪，对中国商

品征收新关税。到 2020 年，联邦官僚机构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根据 Axios 汇编的数据，至少有 210 项针对中国的公开行动——

从收紧签证限制到加强制裁和出口管控。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

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等机构对其限制对华贸易的使命做出了

全新的解释。这些措施包括禁止美国公司向某些中国公司销售产

品；实施出口限制，制裁窃取知识产权、黑客攻击和侵犯人权的

个人和公司；若第三国的公司的产品含有美国的零部件或知识产

权，该公司也将受到美国的出口管制。

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特朗普指定的企业名单，并新

增了自己指定的企业，尽管每次数量不同。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后

一年，184 个中国个人和公司被列入《商业实体名单》；截至 12

月中旬，拜登已经增加了 43 个。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均未回应记

者的多次置评请求。美国财政部保留的制裁名单禁止美国公民或

公司——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与美国金融机构有业务往来的外国

银行——与被制裁的个人或公司有任何业务关系，并冻结其在美

国银行的资产。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Carrie Lam) 表示，在她

于 2020 年 8 月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后，她开始囤积现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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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没有银行接收她的存款。今年，拜登政府在名单上增加的人和

公司数量与特朗普去年增加的差不多。

许多特朗普时代的关税也依然存在，尽管批评人士认为，其

实是很多美国家庭和企业为这些关税买单，且加剧了通胀。美国

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表示，美方将在现有关税基础上继

续加码，直到中国履行疫情前购买美国商品的承诺。公司仍可申

请豁免，但国会研究服务中心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9

月份的一项分析显示，大多数申请都被拒绝了。

特朗普的另一项标志性举措是 2018 年 11 月启动的司法部的

“中国倡议”，其宣称此项旨在打击来自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和

国家安全威胁。该项目因过于广泛地针对中国学者和华裔美国人

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拜登将会取消该项

目。

2020 年 7 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 • 雷

（Christopher Wray）表示，该局大约每 10 小时就会启动一起新

的与中国有关的反间谍案件。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些

数字是最新的公开数据，并将有关“中国倡议”的其他问题提交

给了司法部，但司法部没有回应要求提供最新信息的请求。

《麻省理工技术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 本月早些时

候的一项分析显示，拜登在经济层面的行动可能有所放缓，但并

未停止。该分析确定了 77 例与“中国倡议”有关的案例，包括

2021 年初以来的 6 例。迄今为止，只有约四分之一的被控者被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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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而且许多案件与声明的安全和经济目标几乎没有关系。相反，

该分析发现，许多指控只是涉及“学术诚信”问题，特别是研究

人员未能在表格上适当披露附属关系。

2020 年 7 月，美国命令中国关闭其休斯敦领事馆时，就提到

了类似案件。该领事馆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美国驻成都的领事

馆也是处于关闭状态。作为对等措施，中国下令关闭了美国驻成

都的领事馆。

作者：Jenifer Conrad，2021 年 4 月 13 日

翻译：张猛

(https://www.wired.com/story/biden-china-policy-looks-like-trumps/)

（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拜登在本月的第二次通（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拜登在本月的第二次通

话中敦促普京让乌克兰局势降级 话中敦促普京让乌克兰局势降级 

周四，美国总统乔 • 拜登敦促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 普京

采取措施缓解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持续不断的危机，并再次警告

如果普京继续入侵乌克兰，将产生可怕的经济后果。美国和俄罗

斯官员随后表示，50 分钟的电话通话虽然没有让事情出现重大突

破，但为双方即将举行的当面外交会谈确立了基调。克里姆林宫

的一名助手表示，拜登描绘了可能会出现的状况并进行了严肃的

警告，普京对此作出了回应。他告诉拜登，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

制裁将是“巨大的错误”，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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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总统助理尤里 • 乌沙科夫（Yury Ushakov）说：“在过去的 30

年里，我们犯了很多次这样的错误，最好避免再犯。”

本周，普京要求与拜登通话。而拜登对此也十分期待，他认

为任何渠道都无法取代两国元首之间的直接对话。拜登和普京上

一次的视频会议是在 12 月 7 日，会上承诺了重启外交讨论，但没

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缓和局势。通话结束后，官员们表示，普

京在周四再次表露了他的一些意图和态度。会上，两人进行了一

场美国官员称之为“严肃和实质性”的讨论，就普京在乌克兰边

境继续集结俄罗斯军队这一举动，拜登为其指明了两条道路：一

条是外交路线，即降级乌克兰局势，另一条则是美国通过实施经

济制裁对俄罗斯进行威慑，并加强在北约东侧的驻军，增加对乌

克兰的援助。这名官员表示，具体要走哪条路“取决于俄罗斯在

今后一段时间内的行动”，他还补充道，如果俄罗斯继续入侵乌

克兰，它将会“承受严重的后果，并付出惨痛的代价”。

乌沙科夫表示，拜登还告诉普京，美国不准备在乌克兰部署

进攻性武器。同时，他补充道，普京“声明这是（俄罗斯要求的

安全保障）草案中的关键点之一”。虽然拜登和欧洲领导人警告

普京，如果继续入侵乌克兰，将造成严重后果，但仍有多达 10 万

的俄罗斯军队集结在乌克兰边境。美国官员认为，莫斯科正在进

行大规模地混淆视听，企图在乌克兰全国选举之前击垮乌克兰政

府。拜登在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家中接听了此次电话。

在美俄两国外交官举行日内瓦会面，讨论当前危机的两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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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和普京进行了会谈。在这一系列的讨论之前，俄罗斯公开了

一份安全问题清单，并提出了希望能得到处理的诉求，包括承诺

乌克兰永不加入北约，以及北约不在前苏联国家部署军事装备等。

周三，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美国已经准备好了自

己的关切问题清单，只是并不打算公开。相反，拜登的顾问认为，

保密谈判内容会更有成效。

多位知情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透露消息，拜

登和普京可能不会出席 1 月 10 日的会谈，美国方面将由副国务

卿温迪 • 谢尔曼（Wendy Sherman）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而俄

罗斯方则由副外长谢尔盖 • 里亚布科夫（Sergey Ryabkov）带领

俄罗斯代表团参加。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周三表示，五角大

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也将参加此次会谈。美俄直接会谈结束

之后，北约和俄罗斯将举行更广泛的会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an）也将召开

会议，讨论一系列相关议题。

在拜登与普京进行外交接触之际，美国已承诺让西欧国家

和乌克兰参与其中。周三，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 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与乌克兰总统沃洛蒂米尔 • 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进行了会面。白宫官员表示，他们几乎每天都与英法

德的官员保持联系，以协调行动。泽伦斯基的一位顾问说道：“乌

美之间有大量的安全协作，但这种协作是在近几周才有所加强的。”

美国已经说服其盟友准备了一系列严厉的制裁措施，制裁对象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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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包括普京的一些顶级盟友，以此作为协调办法的一部分。美国

官员曾表示，对俄罗斯惩罚将远比 2014 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

更严厉。尽管有高级政府官员表示，当下局势不稳定，但自从上

次拜登 - 普京谈话后，仍看不到俄罗斯方面放低其在乌克兰边境

姿态的迹象。这位官员表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态势并非完

全一成不变。”“俄罗斯在边境地区及其周围所采取的措施仍然

十分令人担忧。”俄罗斯官员此前曾表示，俄方采取的增兵措施

包括增加军队、火炮、车辆以及补给线的数量。本周早些时候，

俄罗斯宣布将把 1 万名士兵撤回正规兵营。但美国官员表示，这

一举措并不意味着局势的重大降级。

与此同时，美国在该地区保持了自己的姿态。国防部长劳埃

德 • 奥斯汀（Lloyd Austin）命令航空母舰哈里 •S• 杜鲁门号（Harry 

S.Truman）及其护航舰留在地中海地区，而非驶往中东地区安抚

欧洲盟国。知情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进行周四的讨

论前，美国空军就曾驾驶另一架间谍飞机飞越乌克兰东部，以收

集相关的地面军事情报。这是本周内美国第二次使用 E-8C 联合监

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执行此类任务。美国欧洲司令部

发言人罗斯沃尔夫基尔中校（Russ Wolfkiel）告诉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周一的飞行是 JSTARS 飞机首次飞越该地区。他还表示，

美国“经常让飞机在黑海地区飞行，完成美国和联军的各种情报

目标”，美国一直试图收集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部队调动情报，

而这些飞行就是发生在这一敏感时期。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1 年第 28 期

11

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可以在地面车辆移动时进行跟

踪，收集图像，并将移动编队的照片和轨迹传回至地面和空中的

指挥部，从而让美国及其盟国能够监控俄罗斯部队的情况。根据

美国空军的一份简报，机载天线的视场达 120°，可覆盖近 20000

平方英里，不仅能监测地面运动，还可以对飞行器进行探测。

作者：Kevin Liptak，2021 年 12 月 31 日

翻译：董杭

(https://edition.cnn.com/2021/12/30/politics/biden-putin-phone-call/

index.html)

                 

（四）《财富》网站：从美国的中期选举到欧盟的选举：（四）《财富》网站：从美国的中期选举到欧盟的选举：

2022 这一疯狂的选举之年将带来全球风险2022 这一疯狂的选举之年将带来全球风险

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主管保罗 • 里卡德（Paul Rickard）在上周

给投资者的一份说明中说：“市场讨厌选举。”在选举活动中，

政治家可以而且确实做出了“疯狂的承诺”。他还说：“股票投

资者应当对这种风险保持警惕。”里卡德说的是他自己的国家——

澳大利亚，那里的春季选举可能会让现任总理斯科特 • 莫里森下

台。但里卡德的说法放到2022年世界上的几乎每个角落也都合适。

因为 2022 年将是投票年，而市场很可能讨厌选举。

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选举，以及 11 月的美国中期

选举，可能会震荡市场，引发大规模骚乱，并颠覆税收、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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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和对科技公司的政策。而这些还只是我们已知的选举；由于

面临巨大压力，政府有可能崩溃，当崩溃时，也会进行不定期的

快速投票。安永的地理战略集团的执行董事 Famke Krumbmüller

告诉《财富》：“由于疫情，政府面临的压力比正常情况下大得多，

不满情绪往往导致政局改变。法国、美国和巴西的选举将受到市

场的密切关注，这些国家的选举结果可能会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但选举远远不止这三场。 

就在新年过后，意大利立法者挑选该国新总统这一仪式性

职位的时候，被看好的候选人是总理马里奥 • 德拉吉（Mario 

Draghi），他是欧盟最受尊敬的管理者之一，作为欧洲央行的前

行长，他拥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支持率之一。然而，有一个问题：

德拉吉当选总统几乎肯定会使意大利的执政联盟崩溃，从而引发

另一次选举；意大利政府平均每 13 个月就会瓦解一次。不过，惠

誉评级表示，德拉吉担任新总统“可能是未来七年的一个政治稳

定因素”。欧盟的新掌权者，即德拉吉和法国总统埃马克龙，将

有助于填补刚刚离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留下的权力真空。

然而，马克龙需要在 4 月份法国的两轮选举中赢得在爱丽舍

宫的另一个五年任期。对疫情的处理，法国经济的繁荣，使他处

于确保连任的有利地位。即便如此，马克龙的经济议程，包括精

简庞大的养老金计划和放宽劳动法规在内，也可能停滞不前。荷

兰国际集团警告说：“马克龙强硬的防疫措施影响到法国民众的

长期生活，他们不太可能接受令人痛苦的改革。到目前为止，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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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 10 个竞争对手加入到一场庞大而混乱的竞选活动，最后一刻

的选举结果可能会颠覆人们的预测。毕竟，马克龙在 2017 年以

38 岁的年龄成为总统，压倒了资深政治家，而且这是他的第一个

民选职位。许多左翼选民被马克龙的商业友好政治和十年来最高

的通货膨胀率所激怒，发誓就算是选了个极右翼的总统，他们也

不会出门给马克龙投票。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乔瓦尼 • 卡波西亚

(Giovanni Capoccia) 说：“就像五年前一样，2022 年 4月的选举，

不仅仅关乎法国的命运，也关乎欧盟的未来。”

外国影响外国影响

匈牙利 4 月的选举也关系到欧洲的未来，在那里，极右的民

族主义总理维克多 • 欧尔班（Viktor Orbán）与保守的小镇长（曾

是多伦多和印第安纳州的居民）彼得 • 马基 • 扎伊（Peter Marki-

Zay）展开了一场刀光剑影的竞争。欧盟官员会庆祝欧尔班在 11

年后下台，因为欧尔班使匈牙利成为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最仇视欧

洲的国家。但外国干涉——包括来自美国特朗普盟友的干涉——

可能会让欧尔班获得竞选优势。美国保守派将于 3 月在布达佩斯

举行 CPAC 会议，以支持欧尔班。利用中国和俄罗斯的贷款建立的

核电站和铁路交易，使中俄在欧尔班的胜利中拥有既得利益。德

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安全与防务高级研究员安德拉 • 拉茨（Andras 

Racz）说：“尽管中俄一般不会太过关注中欧小国的选举，但匈

牙利可能是一个例外。确保匈牙利选举的自由与公平，对欧洲和

国际秩序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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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也将体现在韩国 3 月举行的文在寅总统换

届选举，以及朝鲜核问题上。美国和中国（韩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在韩国选举中都有很多利害关系，当然还有 5100 万的韩国人，他

们对政治腐败、房价上涨和失业问题进行抗议。华盛顿的美国韩

国经济研究所的金相（Sang Kim）说：“韩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是选出一个能够振兴经济和稳定生活的候选人。”

菲律宾的选民也可能在 5 月的选举中改变该国的政治局面，

届时他们将选出总统杜特尔特的继任者，而杜特尔特也是特朗普

的盟友。杜特尔特六年来的激进策略包括派遣国家武装击毙数以

千计的吸毒者，以及监禁和起诉对他的批评者，比如今年的诺贝

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 • 雷萨（Maria Ressa）。无论谁在 5月获胜，

都需要重振受疫情影响的菲律宾经济。根据彭博社的排名，菲律

宾是 53 个参与排名的国家中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在众多的候选人

中，获胜者可能仅以 25% 的得票率就可当选，因此很难预测下一

任总统。化险咨询公司（the consultancy Control Risks）在新加坡

的高级分析师 Dereck Aw 说：“主要的外国投资者需要了解下一

任总统将如何奖励盟友，惩罚对手，并分配权力，这些行动对他

们投资的影响，以及对他们在菲律宾当地的合作伙伴所造成的风

险。”这位分析师说，前几任总统“在采矿、能源和电信等部门

引起了监管动荡”。

对疫情的不满情绪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选举。肯尼亚将在 8

月举行选举，其旅游业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已经崩溃，因此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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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发不稳定；哥伦比亚定于5月举行的选举已经引发了抗议活动。

黎巴嫩定于 5 月举行选举，当地已经出现了抗议活动和对经济崩

溃的绝望情绪。而在巴西，特朗普的另一个亲密盟友面临着一个

不稳定的政治前景。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 10 月 2 日面临着与前左

翼领导人卢拉之间的艰难连任之战。博索纳罗借鉴了特朗普的选

举剧本，淡化了疫情的影响，否定了戴口罩和大规模接种，并告

诉他的支持者，只有被操纵的选举才会导致他失败。他曾说过：

“只有上帝才能把我赶走。”安永的分析师 Krumbmüller 说：“我

预测在选举前几个月，巴西就会出现政局紧张。如果博索纳罗不

接受选举结果。在选举后的几个月里，巴西一定还会出现更多紧

张局势。”

对美国选民来说，以上种种听起来都很熟悉，他们将在 11

月 8 日前往投票站选举所有 435 名众议员，以及 100 名参议员中

的 34 名——如果共和党人获得一院或两院的控制权，使他们有能

力阻止拜登的经济计划，并有可能进一步巩固最高法院的保守派

多数席位，那么这次选举可能重塑这个美国多年的政治议程。所

有这些选举都导致了大量的不确定性，而这正是市场所厌恶的。

作者：Vivienne Walt，2021 年 12 月 26 日

翻译：周嘉晖

(https://fortune.com/2021/12/26/2022-elections-preview-market-risks-

midterms-france-italy-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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