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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来特朗普先生试图安抚动荡的市场”，这是《华尔街日报》就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发表的评论。这里提到的市场是美国股票
市场。
12 月 28 日，即中美元首通话的前一天，标准普尔 500 指数（S&P500）
较峰值水平下跌 15.2%，
较 2018 年初水平下跌 7.4%。这是美股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表现最为糟糕的一年。对
于一再声称美股上涨是其经济政策功劳的特朗普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挫折。而特朗普知道，
美中贸易紧张局势缓和可能会导致美国股市上涨。正如《华尔街日报》指出的，美国股票市场
所遭受的损失，部分是因为担心中美贸易战失控。中美元首通话后，12 月 31 日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上涨 0.9%。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约习近平通话，有提振美国股市的意图在内。
对两种美国经济形势判断的检验
准确评估美国经济形势，对于中国应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侵略至关重要，因为美国经济形
势会影响其政府和企业，从而影响美国在贸易争端中的整体实力。
关于 2018 年美国经济问题，中国有两种判断处于对立的尖锐矛盾之中。目前美股暴跌意
味着，可以看清哪种判断是正确的。


第一种分析认为，按历史标准，美国经济增长较为疲软。正如拙文分析所示，特朗普
治下的美国 GDP 增长峰值是二战结束以来 13 位美国总统中最低的。2018 年美国经济
复苏，不过是在 2016 年增长极为缓慢的基础上的正常波动而已。2019/2020 年后同
样的经济周期下行将随之而来。峰值过后，特朗普的地位将随着经济趋势被削弱。
 第二种分析与特朗普政府的说法一致，认为美国经济正强劲增长。由于美国经济增长
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所以其主要证据是对美国股市的断言——有观点认为 2018
年夏季美股上涨表明美经济将快速增长。
现在美股严重下跌，第二种分析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下面本文将分析美国股市下跌的幅
度及其原因，即为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美国政府在经济增长极为缓慢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会对美国内政形势和贸易战形势产生
影响，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以及特朗普的亲信接二连三被特
别检察官穆勒定罪，以及美国政府临近 2018 年圣诞节正式部分关门，导致美国内政动荡。
这些事件不仅会影响中国在贸易争端中的地位，还会给许多国家带来影响，因此任何夸大
的分析言论都是有害的。不管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都非美德，唯有现实主义才是美德。
下面就来看看美国经济和政治的真实情况。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2018 年下跌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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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美国股市。标准普尔 500 指数涵盖美国 500 家上市公司，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仅涵盖
30 家公司，纳斯达克则以科技股为主。
图 1 呈现的是 2018 年标准普尔 500 指数走势。可以看出，在 2018 年大部分时间里，标准
普尔 500 指数的表现并不强——5 月 8 日数据仍低于 2018 年首个交易日的水平。然后，夏季
出现了暂时性上升，9 月 20 日之后开始大幅下跌。

图1

简而言之，美国股市下跌，包括 12 月 19 日引起世界关注的严重下跌，并不是对当日美联
储利率波动的突然反应，而是源于美股全年股价的疲软。事实上，美国股市已经连续下跌了近
3 个月。
也即是说，美股夏季上涨是一个例外，而非 2018 年的趋势。美股年底暴跌，12 月 31 日
标普 500 指数较峰值水平下跌 14.5%，较年初水平下跌 7.0%，这不过是今年大部分时间以来美
股下跌的一个缩影而已。
2018 年罗素 2000 指数下跌 14.0%
标准普尔 500 指数虽然被广泛用作衡量美国股票表现的标准，但其主要代表美国的大公司。
因此，为清楚地体现美国股票市场总体趋势，本节将给出衡量美国小市值公司股价的最佳指
数——罗素 2000 指数，因为其涵盖 2000 家美国小市值公司。

图2

图 2 呈现的是 2018 年全年罗素 2000 指数走势。可以看出，其走势基本上与标准普尔 500
指数相似。5 月 5 日罗素 2000 指数仍低于 2018 年初的水平，然后在夏季开始上升，8 月 31
日达到高峰。12 月 31 日较 2018 年初水平下跌 14.0%，较峰值水平下跌 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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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说，美国小市值公司股价与大市值公司股价同样呈下跌趋势，但前者下跌幅度更为
明显。
2018 年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亦纷纷下跌
另外两个广受引用的美国股票指数是，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数据。
如图 3 所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趋势与标准普尔 500 指数和罗素 2000 指数如出一
辙。2018 年上半年主要表现为疲软——6 月 5 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仍低于年初水平，然后在
夏季/初秋暂时回升，10 月 3 日达到高峰，此后开始大幅下跌，12 月 31 日较年初水平下跌 6.6%，
较峰值水平下跌 13.6%。

图3

如图 4 所示，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与上述股票指数走势相似，但例外之处是美国
高科技股的表现比其他大公司表现要好一些，而且波动性更大。4 月 24 日纳斯达克指数仍低
于年初的水平，但其春季的表现与上述指数不同，在 8 月 29 日达到高峰。12 月 31 日纳斯达
克指数较年初水平下跌 3.4%，较峰值水平下跌 17.9%。

图4

2018 年美国股市走势综述：十年内表现最差
如上所述，2018 年美国股市的总体情况显而易见。2018 年年中美股上涨时，曾引发部分
中国媒体欢呼呐喊，但这只是短期现象，而非代表全年趋势。相反，美股 2018 年的主要特点
是表现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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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先的政治风险研究与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于 12 月 18 日总结了
美国股市的形势：“标准普尔 500 指数今年下跌了 4.8%。如果市场不复苏，这将是自 2008 年
金融危机以来华尔街最糟糕的一年。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本月也下跌了 7%——这是自
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 12 月份。”
总的来说，部分中国媒体根据 2018 年股市表现预测美国股市强劲表现，将带动美国经济
强劲增长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不仅预测错误了美国经济表现，而且也预测错误了 2018 年美
国股市表现。
美国经济放缓已达 50 年
在分析美国股市走势与生产性经济趋势之间的关系之前，有必要论述美国经济的真实情
况。
如图 5 所示，美国经济呈长期放缓趋势，这一过程已持续 50 年。这也揭穿了特朗普治下
的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谎言。

图5

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 20 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 GDP 年均增速分别如下：
1969 年为 4.4%；1978 年为 4.1%；2002 年为 3.5%；2018 年为 2.2%。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 GDP 年均增速减半。
2018 年美国经济好转仅是正常的周期性波动
当然，美国经济放缓并不能消除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也即是说当经济上行和下行时，美国
GDP 增速会高于或低于美国 GDP 长期平均增速（见图 6）。
美国当前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是 2016 年美国经济严重放缓——2016 年第二季度美国 GDP
同比增速降至 1.3%，这一增速明显低于 2.2%的美国 GDP 年均增速，也帮助特朗普 2016 年成功
当选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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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由于 2016 年美国 GDP 增速远低于其长期平均增长率，出于纯粹的统计效应，美国 GDP 增
速出现周期性增长是可预期的。图 6 证实了这一点，2018 年第三季度美国 GDP 同比增长 3.0%。
因此，2018 年美国经济好转，纯粹是正常的周期性波动。
即便简单且基础的计算也能证明，2018 年美国经济好转仅是正常的周期性波动，而非美
国中长期增长出现大幅加速。美国最近的经济周期低谷是 2016 年第二季度，GDP 同比增长 1.3%、
比其长期增速低 0.9%。假设美国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顶部，要维持长期平均增速，美国 GDP
年增长率就必须超过中长期平均增速（2.2%）0.9 个百分点 ，即要达到 3.1%。美国 GDP 增速
只有显著高于 3.1%，才能说明美国 GDP 增速出现加速。但特朗普治下的 GDP 增长峰值是 2018
年第三季度的 3.0%，完全没有超过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范围。事实上，即便没有这些，也能
预料到美国 GDP 将稍微加速。
总的来说，没有证据证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 GDP 增长出现大幅加速，而且 GDP 增长峰值并
非引人关注，相反是 21 世纪的 4 任美国总统中最低的。
IMF 对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不乐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也证实，根据美国经济形势的主要特征看，2018 年美国
经济好转仅是正常的周期性波动，2019/2020 年将有所放缓。根据 IMF 预测，美国 GDP 增速将
从 2018 年 2.9%的周期性峰值，降至 2019 年的 2.5%。2020 年则将降至 1.8%，2023 年甚至将
降至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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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说，2018 年特朗普是受益于正常的周期性波动，但按照历史标准来看，美国经济
增长仍旧疲软。因此，2019/2020 年美国经济将会出现周期性放缓。

图8

论美国股价趋势与生产性经济之间的关系
谈回美国股价趋势与生产性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注意到，部分中国媒体对于股价波动所
作分析的最薄弱的特征之一，是其没有区分股价的长期趋势与周期性波动。确切地说，实证研
究表明：
从周期性角度来看，股价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当股价上涨时，经济增
长将会更快；当股价下跌时，经济增长将会放缓。
从长期来看，所有重要的实证研究证明，股价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即股价涨得越
快，经济增长越慢。遗憾的是，西方这些相关研究在中国并不广为人知，在此向大家推荐蒂姆
森、马什和斯汤顿所著的《乐观者的胜利》和杰伊•里特所著的《经济增长和股市回报》。
当前的研究是分析美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因此，预计美国股价与生产性经济之间呈正相
关关系，即股价上涨越高，美国经济增长越快，或者美国股价下跌与经济增长放缓有关。这一
预期符合美国经济的实际数据。
确切地说，图 9 和表 1 证明，美国股价波动是衡量美国生产性经济变化的重要指标，即美
国股价波动往往先于美国生产性经济变化。以当前经济周期变化为例：
 2007 年美国股价下跌先于美国生产性经济变化，据此预测 2008/2009 年美国 GDP 下
降。
 2009 年美国股价上涨，早于 2010 年美国经济好转。
 2015 年美国股价下跌趋势，早于 2016 年美国生产性经济衰退之前。
 2016 年美国股价上行趋势，早于 2017/2018 年美国经济上行之前。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2018 年美国股价下跌，完全可以预测 2019 年美国经济将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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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表1

美国经济形势对特朗普有何影响？
要评估美国经济趋势对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就有必要对特朗普的政治支持度做一个准确的
评估（详细分析请参考拙文《特朗普 2020 年竞选连任悬了，是否利好中国？》）。
首先，部分中国媒体一再宣扬的“特朗普深得民心”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这只是特朗普
政府的宣传伎俩而已。因此，严肃媒体不应跟随特朗普政府起舞。
刚刚过去的美国中期选举结果证明，特朗普没有能力赢得普选票。正如 2016 年美国总统
大选一样，由于美国选举制度的反民主性质，特朗普才当选。2016 年和 2018 年的这两次选举
结果均证明，美国大多数民众反对特朗普。
以 2018 年中期选举为例。民主党在普选票上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 7 个百分点。2016 年美
国总统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获得的普选票比特朗普多近 300 万，即前者得票率略超过后者
2%（见表 2）。可以看出，在过去 6 次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有 5 次获得的普选票数优于共和党。

表2

特朗普能否继续利用美国宪法的反民主性获得连任？
分析完普选票趋势这个严肃的美国内政问题，大家就会明白特朗普并不得民心，那么问题
来了，特朗普能否继续利用美国宪法的反民主性获得连任？分析这一形势的关键节点当属
2016 年，即便由于美国选举制度的非民主性，特朗普也以微弱的优势赢得选举人团的多数席
位。事实上，帮助特朗普赢得足够选举人票，使他能够成为总统的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和宾夕
法尼亚三个州，也仅帮助他获得 107000 张选票的领先优势。同样，2020 年，只要有极微小的
改变，特朗普就有可能无法连任。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赢得参议院选举，他们不仅赢下了密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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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三个关键州，而且也赢下了明尼苏达州、俄亥俄州和弗吉
尼亚州等摇摆州，这一点意义重大。
这种政治形势反过来与上文所分析的美国经济周期经济形势明显相关。2016 年特朗普赢
得美国大选就受益于美国经济的糟糕表现，因为当时美国民众对执政的民主党产生反感。但尽
管经济形势有利于特朗普，他还是输掉了普选票。2018 年中期选举是在美国经济周期上行接
近峰值时举行，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还是输掉了普选票。
总之，在极为有利的经济形势下，特朗普还是输掉了普选票。结论显而易见。就民主共和
两党竞争而言，有证据表明，即使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下，特朗普也将输掉普选票。但到 2020
年大选时，由于经济周期的正常波动，美国经济将大幅放缓，这将不利于特朗普竞选。因此，
特朗普连任的唯一机会，是要么利用美国宪法的反民主性，要么通过第三方候选人的干预美国
两党政治制度。
美媒：美国投资者担忧白宫经济政策
从特朗普的政治支持度到美国经济放缓，这些都将对特朗普政府和其个人连任前景产生深
远影响。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西方最严肃的媒体对此也有足够的认识。正如《纽约时报》
指出：
“特朗普总统毫不掩饰地将股市上涨和自己的政治前途紧紧绑在一起……但股市经历动
荡，大幅暴跌，这是自 2008 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周，部分原因是特朗普自己的政策，包括与中
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联邦政府的关闭以及特朗普在 2017 年底宣布的 1.5 万亿美元减税政策
的影响正在减弱……投资者对经济增长的看法似乎比央行更为悲观。”
《华盛顿邮报》则在一份值得长篇大论的分析报道中注意到同样的趋势：
“特朗普总统一直在密切关注股市，因为近几周来股市已经走低，福克斯商业网与福克斯
广播公司主持人卢.道布斯的节目成为他的关注重点。
总统向助手们抱怨称，他越来越担心未来几个月里经济将放缓……
几位官员说，市场越下跌，总统越担心他将丧失连任的机会。
除非奇迹般的‘圣诞老人效应’出现，否则今年将是美股自 2008 年以来表现最为糟糕的
一年。
自 2016 年大选以来，特朗普将市场收益作为其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证据，并指出美国在
他的领导下正蓬勃发展。现在这一论据不攻自破。
官员们称，市场低迷前，特朗普一般会发推特发表观点，并增加对经济的评论。但最近，
他发推特评论经济方面的频率越来越低。
特朗普上任以来，道指的表现明显低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表现。特朗普治下的道琼斯指
数上涨了 18%，而奥巴马同期则上涨了 45%。
‘市场对白宫关于经济和贸易的论调失去了信心’，审计、税务和咨询公司 RSM 首席经济
学家约瑟夫·布鲁苏埃拉斯称。
但是，当投资者意识到总统过分吹嘘了与中国的贸易休战时，于是本月开始大规模抛售。
特朗普声称中国已同意将汽车关税降至零，并削减美中贸易逆差的说法从未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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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可能知晓交易的艺术，但销售的艺术是信守诺言并做得更好。美国投资者明白，他
们不得不重点关注守诺的重要性。这令他们产生挫败感。’知名基金经理、财富管理公司 Farr,
Miller & Washington 总裁兼 CEO 迈克尔-法尔称。
白宫官员称，特朗普对中国的言论，特别是他自称为‘关税人’的推特，动摇了美国投资
者和商界领袖的信心，导致道琼斯指数一周内下跌超过 1100 点。
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 500 指数预计将录得 1931 年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 12 月表现，这标
志着华尔街对这位商人总统的看法，以及他驾驭经济的能力，正在迅速发生变化。
在市场趋于稳定之际，特朗普和民主党高层领导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为了边境墙的事
情吵架却被直播出去，这令人们对政府关门以及未来两年华盛顿陷入僵局的担忧也随之增
加。”
特朗普的政治地位正被弱化
特朗普在经济上的弱点，必然将削弱他的政治地位。西方媒体对此心知肚明。比如，《金
融时报》在今年年底美国股市暴跌之前，就在其题为《特朗普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他的威信正逐
渐被削弱》的社论中，对此进行了分析(社论的全文请见拙文《特朗普处境不妙，这些因素将
让他吃尽苦头》)。
《金融时报》不仅是西方最重要且最严谨的媒体机构之一，而且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捍
卫者与美国强有力的支持者。因此，这样一个偏袒美国、反对中国的重要媒体认为特朗普的地
位正被削弱，不能不令人深思。
结论
综上所述，对美国经济形势和特朗普政府的客观分析表明：
1， 随着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那些声称“美国经济正强劲增长”的人所倚仗的唯一依据也
不复存在。
2， 美国股市近期大幅下跌证实，2019/2020 年美国经济将经历正常的经济周期放缓。这并
不意味着 2019-2020 年美国经济将出现衰退，而是说到时美国经济增速将慢于 2018 年。
3， 即便在 2016 年和 2018 年有利的经济形势下，特朗普也输掉了普选票。到 2020 年面临
更糟糕的经济形势，他不可能直接赢得普选票。
4， 由于美国宪法的反民主性，尽管候选人输掉普选票，仍有可能当选总统。2016 年特朗
普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微弱优势胜选总统，到 2020 年，即便他的支持率小幅下率，也
有可能导致他连任失败。
5， 至于重要的第三方候选人出现，干预 2020 年大选，减少民主党投票支持率，令特朗普
连任不无可能。在美国政治制度下，金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候选人有能力自筹资
金，那么他就可以参与竞选，比如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他就有可能参加总统
竞选。1992 年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亿万富翁罗斯·佩罗以第三方候选人身份
自费参选总统，分流了时任总统老布什的选票，导致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胜选总统。
但布隆伯格目前似乎对赢得民主党提名更感兴趣，并显然意识到第三方候选人几乎没有
当选总统的机会。因此，尚不清楚是否会有这样的重要人物出来搅民主党的局，从而帮
助本没机会赢得连任的特朗普再次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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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不仅是中国最著名且最准确的说法之一，而且对于应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侵略至
关重要，但它同时也是部分中国媒体最为忽视的一部分，他们更倾向于从美国的新闻报道或特
朗普政府最新发布的虚假宣传新闻中寻找真相。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新闻业的规则，而且也会
对中国的政策决策造成损害，进而带来财产损失。显然，中国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制定政策会
出现错误，而公司和个人如果以此为基础采取行动，将会蒙受损失。
2018 年底美国股市暴跌仅仅证明，现实比宣传更具说服力。美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更加透
明，从而让那些关注宣传的人感到惊讶。
当然，现在就对特朗普 2020 年连任的可能性做出一个明确的预测还为时过早，而且不能
排除诸如进入第三方候选人等出来搅局的可能性。但由于以下原因，目前这些指标不利于特朗
普的选举：
 2019-2020 年美国将经历正常的经济周期下行/放缓；


2018 年底美国股票市场大幅下跌削弱了特朗普的威信，同时也证明， 2019-2020 年
美国经济将有所放缓。
 即便在 2016 年和 2018 年经济形势有利于特朗普的情况下，他都未能赢得普选票，
而 2020 年他将面临经济形势不利于他的局面。
当然，美国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对中国应对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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