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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频发 通用换电池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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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量债务压顶 美股有点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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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回了深陷自燃“泥潭”的雪佛兰

Bolt电动车后，通用将为这些电动车更换

电池。当地时间周一，通用汽车宣布，针对

此前因电池起火隐患召回的雪佛兰Bolt电

动车，电池更换工作将于下个月开始。

通用汽车发言人凯文凯利表示，一旦

公司确定其电池供应商LG能源生产了无缺

陷的电池，该公司将开始更换BoltEV上的

电池模块，对车主不收取任何费用。目前，

LG能源位于密歇根州的工厂已经按照升级

后的工艺生产电池。

据了解，Bolt是雪佛兰的一款家用五

门电动小车，于2017年上市，部分车型有自

动驾驶功能，并且配备了激光雷达和多个

摄像头。由于该车型性价比较高，所以在美

国的销量很可观。

但从2019年开始，雪佛兰Bolt电动汽

车的起火事件频发。当年3月17日，在美国

马萨诸塞州，一辆2018款雪佛兰Bolt在充

电状态下起火，这是通用官方第一次承认

该型号车辆自燃事件。

此后，起火事件并未休止。通用汽车官

方报告称，到目前为止，雪佛兰Bolt已经引

发了12起火灾。

随着事态日渐严重，通用汽车于2020

年11月首次宣布召回雪佛兰Bolt电动汽

车，但当时没有立即解决。今年5月，通用又

宣布进行软件修复，但随后发生了两起涉

及Bolt的火灾。一个月后，通用又追加召回

了7.3万辆2019-2022款雪佛兰Bolt纯电动

车，包括衍生版BoltEUV车型。

这意味着，Bolt自诞生之后数年间售出

的十余万辆车都将被召回。目前，该公司召

回Bolt汽车的总成本预计可达18亿美元。

在宣布召回的同时，通用也决定将这

款电动汽车停产。据路透社报道，通用汽车

公司9月16日表示，将密歇根州Orion工厂

停产时间至少延长至10月15日。在召回措

施能够解决火灾风险问题之前，不会恢复

雪佛兰Bolt电动汽车的生产或销售。

此外，通用还发出警告称，雪佛兰Bolt

汽车可能存在制造缺陷，可能会随时着火。

为安全起见，他们建议Bolt车主尽量减少

使用汽车以避免电池过热，并将它们停在

远离家的地方。与此同时，通用汽车建议车

主以尽量减少电池压力的方式使用他们的

车辆。车主尽量不要行驶太长时间，并且不

要让电池充满电或消耗太多电。

不过现在，通用汽车计划在未来60天

内推出用于监测电池健康状态的软件。软

件将持续扫描电池组以查找缺陷迹象。如

果没有发现缺陷，该软件将允许车主再次

将雪佛兰Bolt充电到100%。

召回加上停产，通用可谓是损失惨重。

不过，通用并不打算独自承受这一切，该公

司表示，“通用汽车正在向电池供应商LG公

司寻求赔偿”。因为此次召回车辆的电池均

是韩国电池制造商LG能源生产的。

通用“实锤”认定LG能源的电池存在问

题不是没有原因。今年2月，现代宣布全球

范围内召回8万余辆KONA和IONIQ电动

车，原因是自KONA电动版汽车在2018年

上市后，共接到过14起电池起火报告。

现代在经过调查后发现，车辆起火的

原因是，部分高压电池系统组件存在缺陷，

可能会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起火，而该

批车辆的电池提供商正是LG化学。为此，

LG承担了召回费用的70%。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主要有3种锂离子

电池用于电动汽车，分别为圆柱形电池、方

形电池和袋装型电池，LG使用的电池格式

则为袋装型电池。特斯拉CEO马斯克就曾表

示，大型的袋装型电池发生“热失控”的几率

高得危险，强力不建议使用在电动汽车上。

LG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通用汽车及

LG相关子公司正联合调查召回事件根本

原因，召回事件成本将取决于调查结果。有

知情人士透露，LG和LG能源可能要承担

50%-65%的成本，其中LG能源要承担的

成本预估在3.62亿-4.75亿美元。

受此影响，LG能源也暂缓了原定于9月

独立上市的计划。北京商报记者就电池召

回与费用问题分别联系了两家公司，但截

至发稿还未收到回复。

对于新能源汽车电池频频起火，汽车

专家颜景辉表示，虽然各种燃油汽车的问

题在新能源车上未必不出现，但电池问题

是独有的。

颜景辉进一步指出，电池作为新能源

汽车的核心关键件，本身是一个新的细分

市场，在速度、产量、性能提升的同时，电池

的安全性也是逐步提升完善的过程，目前

看来，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是总体可控的。

而对于车企的处理方式，颜景辉认

为，在召回后更重要的是查明原因和解决

措施，在这个过程中，态度和做法都很重

要。同时由于电池的安全性直接关系到人

身安全，未来或许会成为品牌之间主要的

竞争点。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赵天舒

黑色星期一猝

不及防，打了全球

投资者一个措手不

及。从港股到欧股，

再到稍晚开盘的美

股，全球股市纷纷

崩盘，就连油市、加

密货币也没能幸

免。在这背后，美国

财长一席话，债务

恐慌指数迅速上

扬。但风险或许不

仅是债务违约，疫

情持续肆虐，经济

复苏难见起色，而

流动性拐点正日益

逼近，市场的恐慌

可见一斑。

纳指跌超2%

当地时间20日，在震荡大跌行情下，全球

股市哀鸿遍野。周一，美股三大指数集体低

开，道琼斯指数低开536.70点，跌幅1.55%；标

普500指数低开72.42点，跌幅1.63%；纳斯达

克综合指数低开291.19点。

之后，道指盘中一度大跌近3%。截至当

日收盘，道指收跌614.41点，跌幅1.78%，报

33970.47点，创自7月19日以来最大单日跌

幅；标普500指数跌75.26点，跌幅1.7%，报

4357.73点，创自5月12日以来最差单日表现；

纳指跌330.06点，跌幅2.2%，报14713.9点，跌

破50日均线关键技术位。

具体到个股，大型科技股、金融股、石油

股跌幅靠前，苹果跌超2%、特斯拉跌近4%、亚

马逊跌超3%，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的跌幅

也达3%。

不止美股，当天早些时候，香港股市跳水，

恒生指数盘中暴跌1000多点，跌幅一度超过

4%。紧接着，欧洲股市全线低开，德国DAX指

数一度跌逾3%，收报15128点，创4个月以来新

低；法国CAC40指数跌1.74%，报6455.8点。

覆巢之下无完卵，国际油价及加密货币

也集体大跌。当天盘中，美油、布油一度跌超

2%；比特币跌幅一度超过9%，在24小时内，

加密货币市场超25万人爆仓，爆仓金额超

86亿元。

在这个“黑色星期一”中，全球市场恐慌

情绪持续蔓延，引发了大量抛售。就在股市全

面大跌的同时，有“恐慌指标”之称的VIX指

数盘中一度拉升近3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杨水清看来，美股大跌与两件事有关，一是

9月19日财长耶伦出来表态，说如果10月债务

上限再不解决的话，可能会有一批债务违约，

到时候市场利率会攀升，从而推动市场的恐

慌情绪，所以风险资产下滑。

当地时间19日，耶伦发出警告，如果美国

国会不迅速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或暂停其

生效，联邦政府在今年10月可能出现债务违

约，这很可能引发一场“历史性的金融危机”。

当天，债券价格上涨，10年期美国国债收

益率下降4个基点，至1.329%。

债务导火索

虽然此次全线大跌有些猝不及防，但华

尔街似乎早有预料。

9月早些时候，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团、德意

志银行和美国银行等多家机构分析师曾公布报

告，对美国股市当前的风险提出警告。今年以

来，标普500指数已54次创纪录，为1995年以来

的同期之最。一些分析师表示，他们认为回调的

可能性越来越大，或者至少是回报趋平。

而耶伦的表态就像是一个导火索，直接

将所有风险引燃。当天，耶伦在《华尔街日报》

网站刊登的文章中强调，美国政府债务违约

很可能引发一场“历史性的金融危机”，加剧

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伤；债务违约也可能

引发利率飙升、股价急剧下跌和其他金融动

荡。此外，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可能会逆转为衰

退，失去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增长和数百万个

就业岗位。

这或许并非危言耸听。根据美国国会2019

年通过的跨党派预算法案，联邦政府债务上限

在暂停两年后已于今年8月1日恢复生效。

债务上限，即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

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

度，若触及这条“红线”，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

款授权用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

超过28.7万亿美元。相较之下，美国2020年全

年GDP为20.93万亿美元。

回顾上一次债务问题，2011年8月5日，鉴

于美国政府与国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缺乏

适当举措来维持中期债务稳定，信用评级机

构标准普尔历史上首次宣布，将美国长期主

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评级展望

负面。3天后，标普500和纳指单日分别重挫

6.7%和6.9%，全球股市惨遭“血洗”。

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指出，外

部来看，是美国债务危机风险上升。另外，从

港股本身来看，恒大事件对金融行业、地产冲

击比较大，引发了恐慌性抛售，导致了市场出

现承压态势。

虽然此次会否重蹈十年前的覆辙还未可

知，但债务风险的确已经火烧眉毛。不过，在

StrategasResearchPartners政策研究主管

DanClinton看来，华尔街越来越相信立法者

不会很快解决债务上限问题。

根据安排，众议院民主党计划于本周就

暂缓债务上限生效和临时预算开支方案举行

投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

袖、民主党议员舒默发表共同声明称，临时开

支方案将支持政府运转至2021年12月，并暂

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2年底。

聚焦全球央行

当然，债务问题只是投资者的忧虑之一。

眼下，美国疫情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根据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数据，截至北京时间

9月21日上午8时30分，已有超过67.6万美国

人死于新冠病毒。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103年

前的西班牙大流感中估计的死亡人数。

此前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曾大幅降至十

年来最低水平，上周五（9月17日）公布的9月

初消费者信心指数虽然有所回升，但仍处于

十年低点附近。从这一数据看来，美国民众认

为从个人财务到通胀和就业的一切前景都不

太乐观。

由此，杨水清提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

联储即将公布的9月会议纪要，因为8月特别

温和，强调各个方面市场，比如劳动力市场还

没有恢复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仍未

消退，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并强调通胀只是

由于耐用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的，因为耐用

品的供给相对较慢，但需求起来得比较快，这

是8月的立场。

“所以市场预计，9月可能会把缩债问题

再强调一下。虽然市场预计是在11月、12月才

会开始推出Taper，但如果强化这个缩债问题

的话，那市场的流动性可能会从之前的非常

富裕到慢慢缩小，从而给美股带来下行压

力。”杨水清说道。

在当前疫情交织经济问题的复杂环境

下，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货币政策的下一

步走向。当地时间9月21日、22日，美联储将召

开9月议息会议。而此次会议十分关键，美联

储将发布最新的经济预测和加息点阵图。

虽然可供美联储发出9月Taper信号的时

间窗口已经关闭，但此次会议可能暗示Taper

将在11月还是12月发出宣布。

接受彭博社访问的52名经济学家中，有

67%的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将会于11月宣布

缩减购债规模（Taper），21%认为在12月。经

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美联储将在2022年将利率

维持在0附近，并在2023年上调50个基点。

美联储之外，本周还将有英国、日本、挪

威等至少11国央行宣布货币决策。

至于接下来股市是“冰”还是“火”，不同

分析师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前摩根大通首席

股票策略师、FundstratGlobalAdvisors联

合创始人TomLee认为，尽管最近出现了几

次波动，但股市的长期牛市前景仍然不错，投

资者不应该因为最近的市场动荡而停止寻找

买入机会。

但也不乏悲观的声音，比如迈克尔·威尔

逊领导的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团队强调，美股大

跌20%以上看起来是一种更真实的可能性。

在杨德龙看来，后续美股高位震荡的可

能性比较大，因为有货币政策紧缩的预期，所

以可能会下跌，但是否会崩盘还不好说。

“现在全球流动性有所收紧，通胀压力比

较大，海外股市可能也会出现一定的调整压

力，毕竟之前涨势比较好。而相较之下，其实A

股的整体估值和海外股市估值相比较低，加

上四季度又是一个消费旺季，这样的话，A股

风险可能没那么大。”杨德龙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汤艺甜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锁定第三个任期

加拿大9月20日举行第44届联邦众议院

选举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贾斯廷·特鲁

多率领的加拿大联邦自由党获胜，但未赢得

过半数席位，因此加拿大政坛将延续少数政

府局面。

特鲁多21日进行了胜选演讲。特鲁多表

示，“你们（加拿大人）让我们带着明确的使命

重返工作岗位，度过这场疫情，迎来更加光明

的未来”。

当地时间21日，加拿大主要反对党保守党

领袖奥图尔也承认败选。奥图尔对支持者说，

他已经给特鲁多打电话，并向他表示祝贺。

不过，由于加联邦众议院共有338个席

位，初步统计结果显示，自由党已无法取得组

建多数政府所需的170席，这也意味着虽然自

由党已确定获胜，但因所获席位没有过半，因

而未能通过大选改变少数政府的局面。

2019年10月，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第

43届联邦众议院选举中击败保守党，赢得大

选，但其在众议院中的席位为157席，没有达

到组成多数党政府所需的议席数量。特鲁多

选择组建少数党政府，因而在推动政府议程

时，需要争取其他政党支持。

根据加拿大法律，联邦众议院选举每4年

举行一次。按正常程序，第44届联邦众议院选

举应在2023年10月。8月15日，特鲁多宣布将

于9月20日提前举行联邦众议院选举。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21日，加拿大总理兼自由党领袖贾斯廷·特鲁多和他的妻子抵达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他的获胜演讲。CFP/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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