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读  

 

◇用开船人的态度看 2017 中国经济 

2017-2018，对于中国来讲，没有什么悬念，只有一

个事，要找回丢失的人民币定价的锚。去年中期就曾经讨

论过，能不能花 18 个月时间从根子上稳住人民币汇率愈

发严重的贬值预期。现在看来，比想象的要难，时间上恐

怕也要显著超出。                                                               

◇毒品走私、海关羁押船舶与保险责任 

海上保险法中把被保险人需要确立的损失和承保风

险之间的关系称为近因关系（proximate cause），也就是

说，被保险人必须证明，承保风险对于损失的发生，起到

的是主导性的作用（dominate）。 

◇不要再次辜负你的新年愿望 

老规矩，每逢新年都是一次自我完善的机会。也许你

已指定 2017 年为“奇迹年”，在这划时代的一年里，你

终于要变得更瘦、更健康、更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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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开船人的态度看 2017 中国经济  

春节虽短，信息很重。境外有点

黑云压城，川普越来越像一个“我行

我素、敢说敢干”的总统，这好像不太符合我们

设想的“套路”；境内波诡云谲，资本市场的超级

白手套被收拾（这个事对于金融界可能意义重

大，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节后第一天央行又升

了息，这是要抓紧打扫干净屋子（挤泡），和川普

抢时间的节奏。你多我也多，你空我也空。清风

拂山岗，明月照大江。 

2017-2018，对于中国来讲，没有什么悬念，

只有一个事，要找回丢失的人民币定价的锚。去

年中期就曾经讨论过，能不能花 18 个月时间从根

子上稳住人民币汇率愈发严重的贬值预期。现在

看来，比想象的要难，时间上恐怕也要显著超

出。 

我在这个系统中也混了十好几年，以我个人

过去十多年的政策经验，深知这个系统的特点：

不撞南墙不回头。这样一个利益强大的系统中，

想要出现一个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概率极低。

但凡边际条件还能够回头的话，一定会有苟且发

生。这回之所以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义无反顾的

来做，反过来看，恐怕一定是碰到南墙了。研究

者总希望用一系列指标来探轶这个系统的临界

点，往往都莫衷一是。没有什么比反证法更灵的

了，因为只有开船人的态度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南

墙的存在。 

2012 年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人民币资产的价

格。虽然同是 6.8 的汇率，但资产价格恐怕早飙

升到天上去了。上海去年中期拍的那个地王，

七、八个篮球场那么大一块地拍 110 亿人民币，

按照当时官定汇率 6.7 折成美元，在美国、日

本、欧洲能买什么东西大家都清楚。日本东京银

座核心商圈的公寓单体价格也就 6万人民币/平

米，在中国对等物业标的价格可能要翻个倍。 

如果将经济分为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

部门，这实际上反映了资源在这两个部门错配已

非常严重。今天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不可贸易品对

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已经非常离谱，即内部实际

汇率（internal real exchange rate，IRER，也

就是内部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大幅升

值。大量的资源要素都被吸收到不可贸易部门创

造泡沫（地产和金融交易繁荣），可贸易部门、有

效率的部门、制造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挤出。

从而压制出口利润，侵蚀其科研能力，影响制造

业的竞争力。 

今天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事实上宣告了过去十

年的金融改革路径的失败。2009 年后，为了对冲

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试图“大力发展金融创

新，用金融创新去引导实体经济的转型”，试图用

金融自由化推动的货币宽松来降低实体经济的成

本，最后却走出了个挤塌实体，动摇货币定价的

负向反馈路径。实验宣告失败。由此带来的金融

泡沫和资产泡沫所产生的挤出成本，远远超过了

降准降息和无序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所谓融资

成本的下降，最终损毁了本国货币定价（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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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基，把人民币对内定价的“锚”都给丢失，

这就中国所经历的过去五年，也是我们今天为什

么要义无反顾地抑制金融“炒来炒去”的繁荣，

尽管前方的路可能已是“钢丝上的舞蹈”。 

2016 年 7 月 26 日,中国的宏观政策事实上发

生了重大转向，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提出了“抑制

资产泡沫”。随后我们看到之后的宏观政策非常明

确地指向两个方向：第一是快速冷却房地产部门

的资产创生速度，第二是全面清理金融内部交易

性资产创造的繁荣，即金融降杠杆。 

金融去杠杆的刀锋又杀向了两个方向，一是

债券泡沫，二是一二级市场联动的“资本游戏”

对接的各种复杂的配资交易结构。过去青青的苹

草哪最肥美，哪就是杠杠的栖身之所。臃肿的交

易结构的清理所带来的压力将长时间地在金融市

场中蔓延，你现在可以理解了吧，债为什么崩跌

如斯，中小票为什么漫漫熊途，风格就是转化不

了。 

稳地基，还是稳增长? 2017 年经济工作会议

的语境虽然还是“稳中求进”，但这个稳的内涵可

能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稳地基。寻找人民币对

内丢失的“锚”。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个泡沫收缩的时间，

一个由虚回实的过程，一个重塑资产负债表、重

振资产回报率的阶段。 

这是我们认知今天正在发生的，以及未来一

段时间将要发生的一切的基础。 

下面我展开谈几点 2017 年市场比较担心的几

个问题。 

“楼市不拐，滞胀不止” 

第一个问题是宏观形态的判断。从数据上

看，2016 年是个典型的滞胀。你看工业增加值非

常平，基本上就是 6%附近上下 0.1 波动，但是价

格因素却出现非常大的变化。PPI 从-5 状态拉倒

+5，今年一季度可能会超过 6，落差有 10 个点以

上。 

CPI 虽然温和往上翘，幅度不高，但是大家

也清楚中国 CPI 的弊端，它传统上不太能反映房

价和与房价相关联的服务品价格的上涨。你从房

价看 2015-2016 年这波惊人地上涨，一线城市的

涨幅比 2013-2014 年的高点要高出 50%，二线城

市也高出 20-30%，三、四现城市基本上和 2013-

2014 年的高点持平。所以经济中价格因素实际上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经济增长的动能羸弱，

这两者搭配在一起就是典型的滞胀。 

滞胀在经济学框架中去理解，其实很简单。

就是经济中存在某种非健康的力量，对经济中健

康的部分、有效率的部门形成越来越大的挤出。

这种力量既可能是外生的，也可能是内生的。外

生的比方说油价、农产品价格上涨，比方说上世

纪 70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对西方经济的外生冲击。

也可以是内生的，内生的通常讲的就是金融泡沫

和资产泡沫。金融泡沫、资产泡沫对经济中的可

贸易部门、制造业、有效率的产出部门，形成越

来越大的挤出，经济系统中发生了严重的资源要

素的错配。大量的资源要素被吸收到生产率更低

的不可贸易部门去制造泡沫，可贸易部门获得资

源要素的成本越来越高，宏观的结果就是供给侧

出现下坠，就是我们常讲的潜在增长水平下移，

供给侧下坠与靠资产泡沫和金融泡沫支撑的总需

求之间，向下撕裂出一感觉特别不好的正向产出

缺口，这就是理论上的通货膨胀：滞胀。如果从

这个机制认识中国经济的话，从 2011 年开始，我

们隐隐约约就已经进入了这种状态之中。因为从

2009 年开始，我们先后三次对房地产部门进行了

苟且来对冲经济下行。2009 年第一次，2012、

2013 年第二次，2015 年下半年到 2016 年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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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三次苟且最后做成了一个天大金融泡沫和资

产泡沫。 

为什么 2016 年之前这个机制的负效应没有从

数据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呢？是因为我们从 2011 年

开始进入全球大宗商品和能源的周期性熊市，3-4

年时间。每年中国从这个熊市中间获得数千亿美

金的衰退性顺差（红利）的补贴。某种程度上中

和了负向效应显性化的过程。延迟了滞胀效果的

出现。 

 

 

 

 

 

 

但是 2016 年不一样，需求端我们第三次对房

地产部门进行苟且，供给端我们又推行政去产

能、压产量。供给和需求形成明显剪刀差，这一

把价格就压不住。地产苟且是源头，行政去产能

相当于添了一把柴。使得这种感觉一下子从隐性

到显性。 

现在市场担心的是，2016 年显性化滞胀在

2017 年会不会持续。 

从内部胀的因素来看，我个人持比较乐观的

态度。因为我们这一把对楼市的调控，这一把金

融和资产泡沫的挤压，我感知的信息，决策异常

坚决。 

开篇我就讲过了，中国经济这回可能真是被

顶到临界上了，这个体制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遇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劫”，这个“劫”是什

么？就是本国货币定价的基石受到严重损毁。长

时间的金融杠杆和资产泡沫膨胀将“人无贬基”

的地基给泡垮了，房子有了坍塌的风险，汇率出

问题了，楼市有可能成为压垮人民币汇率的最后

一跟稻草。所以这一次房地产调控从做出决策到

执行力和过去 18 年中历次房地产调控都不一样。 

过去 18 年人民币一直延续着大的升值周期

中，简单讲没真碰到过临界，所以我们每一次遇

到经济下行时都有拿房子回头苟且的本钱，你看

之前历次房地产调控，首先部委之间打嘴战就得

吵半年，之后通胀真正起来了才会有一点点强硬

的收缩措施出来。 

但这一次你看，国庆节前后不到 20 天的时间

内我们史上曾经使用过的最强硬的行政手段，第

一时间全部下去，就是一竿子捅到底，彻底要把

这个市场的流动性打掉，简单讲就是不让你买

了，抑制货币信用向那个方向流动，抑制你这个

领域的资产创造的速度。那天谁讲，妈妈的年终

工作会议上，领导讲这把房子还不拐头，最后一

招就是把商业银行按揭全停了，不要做房贷了，

全都停了。 

我个人判断，房子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闷

骚”状态，就是流动性耗散，这一把房子都到了

老百姓手里，老百姓在国民经济四个部门中间又

是一硬约束部门。简单讲，老百姓手里有房子就

像散户买了股票一样，如果这个家庭没有失业，

恒常收入还在，他一般是不会进行资产抛售清算

的，尽管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在受损。 

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价格大家看着很平

稳，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过去 18 年房子只

涨不跌的神话，惯性极强，长程记忆深入人心，

而且过去 18 年每次遇到经济下行风险的时候，政

策都会找房子苟且来对冲，这个政策惯性给大家

的印象非常强，惯性会持续。但是流动性耗散的

状态一定会有一个资产重估的过程。从散户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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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讲，一年不行，一年半，一定会越来越多失

忆者会从房价中往外“爬”出来。金融信用环节

对于房子流动性耗散的重估可能更快，因为房子

是我们金融信用投放最重要的抵押品，我们实际

上每天都会要面临资产流动性耗散的评估，比方

说去年的房子抵押七折贷款给出去，今年流动性

耗散状态我就会考虑进去，抵押可能只能放五折

的贷款，这就是金融信用的收缩。 

一个被打入“闷骚”状态的市场，光靠长程记

忆，价格能够撑多久?这可能是我们认知 2017 年

最大的逻辑起点。“楼市不拐，滞胀不止”。复杂

与简单或一念之间，顺着这个逻辑推演：我们或

能在 2017 年见到一个胀缩切换的场景，所谓“胀

若烟火、烟花易冷”，我们或能见证 2016 年的所

谓周期复苏其实就是一场幻灭...... 

宏观经济学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滞胀是经

济周期的回光返照”，另一句是“滞胀之后是萧

条”。第一句我同意，经济通向临界的前端恐怕就

是那种最糟糕的状态“滞胀”，no zuo no si。第

二句我觉得倒未必，可能完全看你是否能选对一

个正确的政策组合。选对了，完全有可能避免萧

条，或者能很快走出萧条。 

从内部政策选择来看，我个人感知是乐观

的，因为中国现阶段胀的机制其实就是房子的

“胀”。资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对产业部门形成了很

大的挤出，挤出了一个“胀”。如果你把房地产部

门资产创造快速冷却下去，这个“胀”要形成很

强的趋势就不太可能。 

但是今年隐约最大的不安还是来自于外部：

外生通胀。去年的 12 月份我们开年会的时候，我

就讲了这个问题，最大的隐忧就是油。外生通胀

你控制不了。推高油价某种程度讲和川普未来全

球战略利益的调整有很强的暗合性。可能是瓦解

中国全球战略的一张牌。油价上去了，俄罗斯的

财政和经济就会缓口气。石油国家和能源国家的

经济和财政都会缓过来，和中国的离心力自然就

会增强，因为我们和他们又没有什么意识形态、

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某种程度靠的就是过

去几年商品和能源的熊市，我们收获衰退性顺

差，将其转化为资本输出对外投资，然后把他们

笼络在我们所设想的全球新秩序的框架内。我个

人感觉川普有打这张牌的可能。唯一的制约来自

美国经济对 70 美元以上的油价的承受能力。油如

果从 50 上升到 70 以上对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过剩的金融资本再冲击一下中国对外依

存度很高的某些农产品的话，如大豆，大豆上去

了，豆粕就会涨，豆粕是猪饲料，如果和中国的

猪周期形成某种共振？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猪

粮比，整个养猪业，最近几年的集中度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散养率下降很大。集中度提高的产业

结构更容易传导成本上升的因素。 

输入性通胀起来，我们将非常被动，我们资

产泡沫的调整刚刚开始，泡沫远没有落地，决定

了产业部门 ROE 的恢复注定也是一个缓慢渐进的

过程，经济新的动能很难很快出来，这样的组

合，你的宏观政策是紧还是松，非常的尴尬，怎

么办？ 

2016 年的滞胀是因为我们内部对房子再次苟

且出来的，2017 年则可能是外部输入，使你的滞

胀进一步显性、持续。 

滞胀，金融投资做何选择，就是四个字：“关

灯吃面”。权益、债无非就是谁跌的多，跌的少的

问题。去年 12 月份以来，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股债汇三杀出现过好几回，只有一个逻辑预期在

形成，不愿说出口而已。外生通胀正在往里面传

输，成为我们今年投资最大的威胁。 

找回人民币定价的“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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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担心的因素就是汇率，前面我也讲了

中国的经济遇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槛，本国货币

定价的基石受到长期的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的冲

击损毁严重。人民币定价国内的“锚”已经丢失

了。地基损毁，房子就有坍塌的风险。 

2012 以来最大的失误在于：国企不改革、财

政不改革，经济中到处都是软约束的主体的条件

下，金融自由化单兵突进，商业金融系统理论上

存在的货币信用创造的无限性被释放了出来，这

就是“洪荒之力”，金融交易性资产创造无序繁

荣，资产泡沫终以冲击本国货币定价而呈现出巨

大的灾难性。 

长时间金融混乱之后，一个个能够提供收益

的非实体领域的资产陆陆续续都被玩坏。期限利

差被抹平，信用利差被抹平，甚至可能把流动性

溢价差也要抹平，资产的风险/收益的性价比变得

越来越差，同时耗损的是产业资本，一天一天地

被金融资本所挤出。 

我们试图靠体制所特有的“制度管制”来维

持着这种扭曲（关门放水泡资产）。但越管制越资

产荒，越荒越不进实体，大水漫灌债市和楼市，

疯狂消灭一切收益率差。当境内外利差压缩，资

产价格 gap 裂口发散时，最后必然面对是资本外

流。表象上看整个商业金融系统正在经历越来越

严重的所谓资产荒，但硬币的另一面，问题的实

质是本国货币定价的基石被毁掉了，正在累积越

来越严重的贬值压力。 

今天汇率和资产的严重背离已经是一种客观

存在，但这个信息对于金融交易来讲已经钝化，

因为无论是交易者还是政策决策者心里都特别清

楚，我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让人民币汇率与资产

价格快速修正偏离的时间窗口，我们已经没有办

法使汇率和资产这两个变量在短时间内实现接

吻，如果要短时间内接吻一定是危机反应模式，

这是宏观决策者不允许的，要尽力避免的。短时

间内完成收敛而不成危机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

现实中也没有办法。 

 

 

 

 

 

 

 

交易者真正关注的是，如何不要让这种严重

背离滑出体制控制的“轨道”，我们是不是还有这

个能力，将这种严重偏离导入一种“时间换空

间”的轨道之中，让时间慢慢地去熬，去找平稳

地解决问题的方法。2015-2016 年所发生各种事

件不断地冲击着交易者对于这个体制的“信任”，

比方说楼市失控，房子差一点成为压垮人民币汇

率的最后一根稻草；比方说金融杠杆交易的亢奋

和无序繁荣，刚才徐忠局长讲到了金融系统内部

杠杆的严重，2016 年 1-10 月，银行对非银行金

融机构的净债权在 2016 年净增加居然达到了 10

万亿元以上，这个有点自杀式冲锋的味道，这种

通过同业负债的方式，以期实现“弯道超车”式

的资产扩张，导致了商业银行与央行之间、城商

行和大型银行之间、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之间，存

在巨大资金裂口，只要央行略微紧缩一下流动性

的投放，市场立刻就会“血溅五步”；再比方说想

在国际货币市场一次性集中释放汇率贬值的压

力，所有种种都有可能导致失控出轨，列车倾

覆。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市场所面对的重大风险。 

偏离已经这么严重的变量怎么调？当然最简

单的办法是，你如果能在国际货币市场单方面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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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汇率贬值的压力，这是最省事的办法，但是现

实的情况你能办到吗？中美 G2 格局是一个无法回

避的“镜像互补”（贸易分工-金融分工）的结

构，两个十万亿美金的超级经济体合在一起超过

全球总量三分之一强，而且未来还会继续上升。

中美两个国家像这样水乳交融和利益攸关的关

系，在人类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即便当年

日本最牛的时候。这样的结构决定了人民币和美

元之间事实上仍处在一个货币同盟当中，想脱钩

事实上也脱不了。 

2016 年人民币汇率逐步建立的类似于一种参

考双“锚”的机制，可能会常态化，这是两个超

级大国博弈下来的结果。美元和一篮子货币，谁

弱，人民币和谁保持相对稳定。 

2016 年 1-5 月份，美元弱，人民币更多盯住

美元，所以篮子货币贬值了 6%，6 月份以后，英

国脱欧，美元逐步走强，川普出来后，美元更

强，这时候人民币和美元发生了脱钩（6.5 到

7），但这种脱钩显然是受到货币同盟强约束的，

也就是说当全球货币都对美元贬值的时候，中国

必须起到掩护殿后的作用，必须走到最后面，让

其他人先贬值，所以你的篮子货币就只能横爬，

保持稳定，意思是什么呢？人民币和美元看上去

贬值，但是人民币和其他货币要保持升值状态，

这可能是另一方能够接受的底线状态。 

当然中国最希望看到的是，美元能不能结束

这种“川普式”的强势，休息一段时间。如果美

元出现一波弱势的调整，人民币和美元勾在一

起，能带下来，多少释放一点贬值的压力。最担

心的是美元一直强，冲 110，中国会很难受，因

为人民币和美元是两头大象。当全球其它货币都

对美元贬值的时候，你个大象怎么能抢跑道，怎

么抢得过豺狼虎豹。你贬 3-5%，人家一下子 15%

下去了，就全乱了。 

我们也曾经想过抢跑道。2015 年 6 月我们股

灾泡沫破裂的时候，当时人民银行就已经感到汇

率和资产价格有点笼不住，想调，但是当时没有

政治背书，不敢回头去戳自己经济的痛点：资产

泡沫和货币信用的无序扩张。想省事偷偷释放。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 811 和 1 月 4日的汇率闯

关，但众所周知，这两次闯得个乱七八糟，巨大

的全球外溢性反应。才有了后来的 G2 背后协调。

这条路走不通。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 7月 26 日，政治局

会议做出重大的宏观政策转向的决定，要抑制资

产泡沫，撞了南墙才会回头的，我们没有路可以

选了，我们只有这条路，中国只有把政策的矛头

指向国内的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只有压缩他

们，才能把人民币对内的锚重新找回来，才能重

新稳定我们已经快塌陷的本国货币定价的地基，

这就是我们政策的选择。 

“钢丝上的舞蹈” 

这就引来了市场担心的第三个问题？我们既

然决定了金融去杠杆，去泡沫的话，就会给金融

投资带来一个困扰，我们会不会迎来系统性风

险，至少一个局部，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释放的

过程，这种释放会不会给风险偏好和风险溢价带

来显著的冲击。 

去年 10 月 24 日以来的债市大跌，六个交易

周时间把过去两年半的债市升幅全部跌掉，套利

交易结构所累积的市场脆弱性多么严重。前段时

间有领导问我金融去杠杆的效果。我说，第一阶

段基本达到了效果，极端不健康的“央行信仰”

和“央行绑架”被打破了，利率升上来了，套利

的交易结构遑遑不可终日，恨不得赶紧脱离苦

海；但第二阶段才是个真正复杂的技术活，我们

要在保持整个市场合理流动性、金融杠杆解构、

以及更重要的是要为未来构建严厉的金融监管体



 
 

惠 人 达 己   诚 至 诺 行  
T： +86 532  86100099     F： +86 532  86100089 

 

系来约束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这三者需要寻求

平衡。金融杠杆解构过程，本身就是货币信用消

失过程，没有紧的感觉是不可能的，没有痛苦是

不可能。客观上讲，这是一场“钢丝上的舞蹈”。

债券去杠杆只是金融系统杠杆清理的万里长征的

第一步，后面非标的融资里还存在更为复杂的杠

杆结构，比方说各种灰色的抽屉协议，比方说所

谓一二级市场联动“资本游戏”对接的各种配资

的交易结构，里面杠杆非常高。 

从规律上讲，要真正打破刚性兑付、道德风

险的信用文化，启动一个系统风险释放过程是回

避不了。简单讲，就是要弄死几个典型，杀鸡儆

猴。徐忠局长最近有个讲话，我觉得理解上是非

常到位的，他说中国的金融安全不是靠“保”出

来的，每当要出事时，总派出几个“白衣骑士”

去灭火，把问题盖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以后

会造成更大的问题。这就像人的亚健康状态，身

体有湿毒，不能排出，总靠药物去压制，久而久

之湿毒淤积会把人的任督二脉都堵死，到那时就

是病入膏肓。 

金融去杠杆去泡沫需要有排毒的过程。需要

定向爆破。当然这个过程不一定发生在今年，但

从规律上讲是避免不了的。 

市场应该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川普到

底能做多少，能走多远？如果真正的川普执行力

非常强，能落地的话，我们或将面临一个非常明

确的美元的紧缩周期，这对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

来讲是致命的，毕竟我们前面犯了那么大的错

误，浪费了那么多时间，真正一个三十年、四十

年趋势改变的力量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非常不

舒服。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讲，因为我们对此很无

奈。 

我们能够做的是义无反顾地坚定地去找回我

们已经丢失的“锚”，我们需要和川普去抢时间。 

希望我们一路走好 

最后我想谈谈我们讨论过的一些设想。有人

说，我们驱动家庭部门（中产阶级）加杠杆去帮

房地产去库存，来为国接盘，给未来的经济转型

（投资-消费）造成多么大多么大的损害，但沉舟

侧伴，历史已经翻篇，我们永远不可能设想再重

新选择。的确，我们当初如果通过政府部门加杠

杆帮房地产部门（企业）去库存，将库存直接转

化为公共服务品（比方说公租屋）供给给家庭，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但我们被一个强大的利益体系裹挟着走到了

今天，怎么办？只能向前看，尽可能走好后面的

路径。 

我们应该看到，经过这一把家庭加杠杆接

盘，房子库存（另一种存在的形态是地方政府的

债务）都转到了居民手里，这和 2013-2014 年场

景完全不一样，那是房子库存都积压在房地产部

门手中，风险对接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悬崖”，

房子库存积压意味着形不成地方政府的各种收

入，而当时支撑这个结构的是所谓的影子银行系

统，高息短期的庞氏债务，每隔 18 个月都会有巨

大的债务链断裂的压力，所以当时资产抛售价格

暴跌隐患是比较大的。但现在不一样，居民是硬

约束部门，这意味着楼市泡沫接下来刚性破裂的

概率已经变小。老百姓手里有房子就有点像散户

买了股票一样，如果这个家庭没有失业，恒常收

入还在，他一般是不会进行资产抛售清算的，尽

管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在受损。 

然后可以通过结构性公共政策选择将房子变

成一摩擦力很大的市场，改变这种资产的金融属

性（用文件的话来讲，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让流动性溢价耗损在漫漫时空通道

中去重估，闷骚-阴跌-财富缩水-货币消灭，这可

能是给房价设计的路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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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储蓄以及它所承载的杠杆是转移出来

了，我们不能让这转移出来的部分重回房地产领

域变成再次的库存堆积，也不能让它进入金融和

资产交易环节去制造另外一个泡沫。 

所以你看到当下的政策取向，抑制房地产部

门的资产创造，抑制金融交易性环节的活动，显

著降低金融交易的收益率，抑制债务信用创造，

希望减少挤出，让产业资本 roe 能止跌回稳转

升，倒逼并创造条件（有深度、有广度、能融资

的资本市场）来支持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深度融

合（权益）。 

当然产业资本 roe 能更快更显著回升，光靠

减少挤出还是不够的，还是要推进改革，来推动

分配结构从政府向私人部门大幅度的转移。比方

说财政政策要从投资转向为企业服务，为企业减

负、减费，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比方说让劳动力

市场变得更加流动，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效率。 

以上种种都是为了来重构人民币汇率稳定的

基石，找回丢失的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毒品走私、海关羁押船舶与保险责任 

英国《1906 年海上保险法》第 55 条

第 1款明确规定：“除保险单另有规定以外，保险

人对由承保风险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

是，保险人对不是由承保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不承

担赔偿责任。”这个法条确立了被保险人想要获得

赔偿之前所必须完成的两个证明责任：第一，证

明事故属于承保风险；第二，证明损失是由承保

风险引起的。在处理保险索赔案件的时候，精确

识别出导致损失发生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如果损失不是由承保风险造成的，保险人无需赔

偿；如果损失是由除外风险或者说责任免除风险

造成的，被保险人也无需赔偿。 

海上保险法中把被保险人需要确立的损失和

承保风险之间的关系称为近因关系（proximate 

cause），也就是说，被保险人必须证明，承保风

险对于损失的发生，起到的是主导性的作用

（dominate）。在依次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故最终造

成损失的情况下，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后发生的

那个事故就是造成损失的原因。被保险人需要寻

找的，是这一系列事故中对于损失的发生起主导

性或者决定性作用的那个。 

英国法承认多重近因理论：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原因都是造成损失的近因。在此情况下，一种

复杂的法律关系可能产生：近因 A是承保风险，

近因 B是除外风险，而近因 A、B之间的关系又有

重叠，例如，B是 A的结果。此时，保险人是否

对保险标的损失承担责任？ 

一、 事实背景 

2007 年 8 月 13 日，船舶在委内瑞拉马拉开

波湖装载完煤炭，准备前往意大利卸货。不料，

一次开航前的水下船壳检查发现，三袋共 132 公

斤可卡因被用胶带绑粘在船壳水线十米以下接近

螺旋桨的部分。委内瑞拉当局认为此种构成毒品

走私，触犯委内瑞拉《2005 年反毒品法》第 31

条、第 63 条和第 66 条。 

2007 年 8 月 16 日，船舶被羁押（detain），

船员被逮捕，船长和大副被以走私毒品罪共犯起

诉。2007 年 10 月 31 日，委内瑞拉法院根据

《2005 年反毒品法》第 63 条、第 66 条和《委内

瑞拉刑事诉讼法》第 108 条的规定宣布继续羁押

船舶。2010 年 8 月，船长和二副被法院判处 9年

有期徒刑，船舶被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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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所有人，即被保险人，早在 2009 年 9 月

就以船舶推定全损为由向保险人提起保险赔偿，

并向保险人委付了船舶。保险人认为船舶所有人

并没有卷入到走私事件中，船长和大副在委内瑞

拉被错误判刑，将毒品附在船壳上的行为人是委

内瑞拉的贩毒集团。 

二、 保单相关条款 

船舶所有人为船舶投保了战争和罢工险，保

单并入了 1983 年协会战争和罢工险条款

（Institute War and Strikes Clauses 

1/10/83）。 

第 1条“承保风险”规定： 

“除此后的责任免除条款另有规定外，本保险

承保下列原因造成的保险船舶的灭失或损坏…… 

1.2 捕获（capture）、扣押（seizure）、扣留

（arrest）、管制（restraint）或羁押

（detainment）以及这些行为所引起的后果或进

行这些行为的企图； 

1.5 任何恐怖分子或者恶意（acting 

maliciously）或出于政治动机而行为的人员； 

1.6 没收（confiscation）或征收

（expropriation）” 

第 3条“羁押条款”规定： 

“在保险船舶已是捕获、扣押、管制、羁押、

没收或征收标的，而且被保险人因此已失去对保

险船舶的自由使用和处分达连续 6个月的情况

下，为确定保险船舶是否推定全损，应视为被保

险人已丧失对保险船舶的占有，无重新获得的可

能性。” 

第 4条“责任免除条款”规定： 

“本保险不承保 

4.1 下列原因引起的灭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4.1.5 根据检疫法规或由于违反海关或贸易法规

引起（by reason of infringement of any 

customs or trading regulations）的扣留、管

制、羁押、没收或征用。” 

三、 争议焦点 

为证明船舶损失是否为保险所承保，被保险

人必须证明船舶损失（即 2007 年 8 月 16 日之后

被保险人丧失对船舶的自由使用和处分 6个月之

后的船舶推定全损）是由于承保风险导致。本案

中，损失由于因他人（贩毒集团）恶意行为（在

船壳上绑粘可卡因）致使船舶被羁押所导致。但

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损失是否同样因

责任免除事项（违反海关或贸易法规）所导致。 

四、 高等法院判决 

尽管高等法院认为，就责任免除事项的适用

而言，保险人无需证明被保险人及其代理人违反

了海关法规。但是，如果海关法规的违反是由于

第三人恶意行为导致，则 4.1.5 条不适用，保险

人需要赔偿被保险人损失。 

保险人随后提出上诉。 

五、 上诉法院判决 

（一） 因果关系理论 

当 A事件或 B事件或 A、B事件同时被认为是

造成损失的近因，而 B在时间上更近时，可能会

出现下列情况： 

A 或 B 可能被判定为造成损失的单独的近

因。根据案件情况，法院可能会选择 A作为真正

造成损失的近因，因为 A的原因力更强以至于 A

在时间上早于 B的事实丧失了重要性；或者 B可

能是 A不可避免的后果；或者是在事件发生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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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过程中，在没有任何介入原因干扰的情况下，B

是由 A引起的。例如，在 Etherington v The 

Lancashire and Yorkshire Accident Insurance 

Company [1909] 1 KB 591 案中，被保险人骑马

时从马上摔下，弄湿了身体，感染了肺炎去世。

疾病是保单的责任免除事项，但法院判决被保险

人感染肺炎并非完全独立于摔落事故或完全与事

故无关，因此，摔落事故是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

近因。 

另外，A和 B可能被判定为造成损失的共同

的近因。此时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为导

致损失发生，A、B缺一不可；第二，A或 B其中

之一发生，损失就会发生，但是根据案件事实，

可以认为 A和 B共同导致损失发生。 

 

 

 

 

 

 

 

在 A 和 B 被判定为造成损失的共同近因时，

如果 A、B其中一个是承保风险，一个是除外责

任，根据英国法判例，保险人不承担责任。例

如，在 Wayne Tank and Pump Co Ltd v 

Employers’ Liability Assurance Corporation 

Ltd [1974] QB 57 案中，原告被雇佣参与设计一

套工厂里储藏和运送液体蜡的设备。他们使用了

塑料管道和一个恒温器来调节蜡的温度。在安装

完毕还未经测试之前，设备被开启并在没有人照

看的情况下运作了一个晚上，并引发了一场烧毁

了这个工厂的大火。火灾被认为是以下两个原因

共同造成的：其一是原告使用了不应该使用的塑

料管道并且他们使用的恒温器也没有起到应有的

作用；其二是工程师提前开启了设备后离开将设

备处于无人照看的状态下。原告投保了一份责任

保险，承保由于发生事故而导致他应该向第三方

赔付的责任，但是保险合同明确将“由被保险人

提供的货物或其贮藏容器的状况和自然属性造成

的损失”列为除外责任。英国上诉法院判决保险

人在此案中不需要赔偿。丹宁勋爵的判决理由

是：尽管事故属于承保范围，但是除外责任条款

是特殊规定，按照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除外责

任条款应该具有优先效力。  

（二） 先例 

在 CoryvBurr(1899) 8 App Cas 393 案中，

保单承保“船长恶意行为”，但是不承保“国王和

人民的管制和羁押”。船长以损害船舶所有人利益

为目的走私，构成“船长恶意行为”，而船舶也因

此被西班牙当局没收。上议院布莱克本勋爵认

为，船长恶意行为和羁押都是造成船舶损失的近

因。如果船长恶意行为不被认为至少是损失发生

的原因之一，那么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犯罪嫌

疑人被监禁的近因是被警察逮捕而不是他们实施

的犯罪行为”这样不合理的结论。布莱克本勋爵

认为，在没有责任免除条款的情况下，船长的行

为造成船舶损失，保险人需要承担责任。但是，

在存在责任免除条款的情况下，需要考虑的情况

就复杂起来：在这起案件中，船长恶意行为本身

并不会导致船舶损失。如果西班牙的海关不履行

职责，查禁走私并羁押船舶，走私就不会被发

现，走私船就会被成功接应，走私货物就会被成

功交付。被保险人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尽管船舶

被羁押是船长恶意行为的直接后果，但是羁押是

造成船舶损失的直接原因，而羁押又是责任免除

事项，所以英国上议院最终判决，保险人不承担

责任。 



 
 

惠 人 达 己   诚 至 诺 行  
T： +86 532  86100099     F： +86 532  86100089 

 

在 TheKleovoulosofRhodes[2003] 1 

Lloyd’s Rep.138 案中，船舶从哥伦比亚开航前

往希腊，在希腊时被发现船壳水线下的海底阀箱

中藏有可卡因，船舶因此被羁押。英国高等法院

和上诉法院都判决，保险人对损失不承担责任，

因为损失是由保单的责任免除事项“由违反海关

法规引起的羁押”造成。 

（三） 当前案件的判决 

在当前的案件中，第 1.5 条和第 4.1.5 条必

须要结合在一起考虑。以走私为目的藏匿毒品是

一种恶意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最典型的违反海关

法规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恶意

行为都是违反海关法规的行为。例如，蓄意破

坏、制造船舶爆炸事件、谋杀船员、协助非法移

民偷渡等。）虽然藏匿毒品的行为本身不会造成船

舶损失，但是行为人藏匿毒品，自然要冒被发现

的风险，而藏匿行为被发现，船舶就会被羁押。

此外，当前案件和上述 TheKleovoulosofRhodes

本质上也没有分别。将海关当局在船舶处于静止

状态时在船上发现毒品的情况和海关当局在船舶

运输过程中或在目的港发现船上发现毒品的情况

进行区分并没有合理的根据。 

  

因此，船舶的损失最终是由两个原因导致

的：第一，最初的藏匿行为；第二，接下来的羁

押行为。而羁押的原因是海关法规被违反。第

1.5 条对“恶意行为”造成损失的承保并不是对

第 4.1.5 条责任免除条款“因违反海关法规引起

的羁押”的内在限制。当存在两个近因，其中一

个是承保风险，另一个是除外风险时，除外风险

对于保险人责任的影响优先于承保风险。也就是

说，保单第 4.1.5 条应当优先适用，保险人不对

船舶损失承担责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要再次辜负你的新年愿望 

老规矩，每逢新年都是一次自我

完善的机会。也许你已指定 2017 年

为“奇迹年”，在这划时代的一年里，你终于要

变得更瘦、更健康、更有钱。如果你确实是这么

规划的，那么到今年年底时，你的身材、体魄和

银行存款很可能还跟 2016 年基本一样。 

新年决心是不能轻易下的，肯定不能在 12 月

31 日像香槟瓶塞一样，“砰”地一声冒出来。因

为它关系到改变行为方式，无论在一年中的任何

时候，这都是一件难以实现的壮举。 

关于有多少人能坚持自己的美好愿望，很难

找出一个可信数据，不过一项对 2000 多人的调查

发现 56%的人都做不到。 

这没什么好惊讶的。我们每个人在过去 12 个

月都有大把机会去反省自己的缺点，但鲜少有人

能努力提前完成理想转变。为什么这种懒惰会在

1月份突然消失？我总是对此感到困惑，这就是

为什么我通常不制定任何新年计划。 

倒不是说我的生活不需要改善，不过就某种

程度而言，我缺乏意志力。人们认为这一可贵的

品质正是新年计划能否坚持的关键。 

彻底戒掉我对甜食的嗜好，这一目标注定失

败。取而代之，我试着早上喝咖啡时偶尔戒一块

饼干。通过此类适度目标，达成一些小小的改

变。 

心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意志力是一种有

限的资源，应该审慎地用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挑战

上。但最新研究对这一论断没那么确信，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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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们或许可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坚强的

意志力，从饮食和健康，到工作和人际关系。 

意志力（或自律）还常常被比作肌肉，问题

是经常使用是强化了肌肉，还是造成肌肉疲劳。 

意志力是一种有限的能力，这种观点起源于

古典研究，这些研究给参与者接连两个挑战，二

者都需要意志力，比如抵制美食。一般来说人们

似乎在第二个任务上更挣扎，而该现象的传统解

释是：第一个任务用光了意志力储槽。 

科学家们的说法 

2015 年，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的埃文•卡特博士(Dr Evan Carter)挑战了

这一观点，他将元分析范围缩窄到那些只使用获

得广泛认可的意志力任务的研究上，他还搜罗那

些未发表的研究文献。如此一来，他避开了发表

偏倚(publication bias)现象，即新颖的或积极

的结果会得到发表，而平淡、消极、但同样有启

发作用的结果却遭到埋没。 

卡特博士的研究暗示通过练习可能会实现更

好的自我控制，这一观点让他与罗伊•鲍迈斯特

(Roy Baumeister)意见不一。鲍迈斯特是佛罗里

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教授，

可能是当前意志力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心理学家，

他认为随着血糖水平下降，大脑活力不足，自我

控制力也会减弱。 

即使有关意志力的科学似乎很难懂，心理学

依然能够就如何坚持新年计划提供启发。《改变

学》(Changeology)一书的作者、宾夕法尼亚州斯

克兰顿大学(Scranton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约

翰•诺克罗斯(John Norcross)认为，行为改变有

5个阶段：前期思考、沉思、准备、行动和保

持。 

什么能够奏效？ 

我向诺克罗斯教授询问，对于想要着手实现

新年计划的读者，他给出的最重要的 3条建议是

什么。他的第一个建议是追踪进度，其依据是，

通过提醒和奖励等手段，得到衡量的行为更有可

能改善。 

他说，第二个建议是改变你的环境。我的解

读是：如果你想要控制支出，不要去赌场。毕

竟，我们被暗示包围着，这些暗示会促使我们下

意识地做出某些行为。就如诺克罗斯教授说的：

“通过和审慎的人交往，待在审慎的地方，接触

审慎的事物，来激发健康的行为。”对我而言，

这意味着不要在家里放饼干。 

他给出的最后一条提示是什么？预期自己会

搞砸。这甚至有帮助：“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成功实现计划的人中，71%的人表示，他们的第

一次失败实际上加强了他们的努力——他们从错

误中学习，并且再次投入努力。” 

心理学家并没有完全垄断这个市场：经济学

家也可以为行为改变提供一些看法。网站

www.stickk.com 总结了我最喜欢的策略之一。这

个网站由耶鲁(Yale)学者迪安•卡兰(Dean 

Karlan)和伊恩•艾尔斯(Ian Ayres)等人联合创

立，依赖两条冷酷的行为真理：人们不喜欢损失

钱财（损失厌恶）；当其他人在看着的时候，他们

可能会表现得更好。 

签署“承诺合约”（比如保持体重低于某一

特定数值）的人必须同意，由一名裁判员进行监

督，如果他或她有所动摇，就会被没收一笔罚

金。把没收的罚金给“不值得的”接受者，是对

抗行为不当的尤为有效的保障措施，比如，一个

超重的特朗普支持者承诺，如果不能减重，就得

把钱捐给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

该网站声称能让人们实现诺言的几率提高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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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真的想要克服我对饼干的嗜好，我很

可能会根据这些原则尝试一下：比如每偷吃一块

Hob Nobs 饼干就罚款 5英镑，这些钱将会流向卡

戴珊(Kardashian)家族。但首先，先让我把圣诞

节没吃完的各色食物吃掉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达诺箴言：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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