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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飙升连创新高 经济萎缩难以抑制

步美后尘 欧洲央行或在 7 月加息

成本上涨产能紧张 芯片代工涨价潮来袭

� � � �据美国彭博社报道， 韩国三星

电子正在与代工客户展开商谈，计

划今年把半导体生产费率提高

20%， 以应对材料和物流成本上升

的压力。

报道称， 三星电子此次整体提

价幅度大约在 15%—20%之间，具

体幅度取决于代工芯片的复杂程

度，而传统制程芯片的涨幅会更大。

据悉， 新的定价标准将从今年下半

年开始实施， 三星电子目前已完成

了与一些客户的磋商， 同时与另外

一些客户的谈判仍在进行中。

分析认为， 三星电子此举将给

智能手机、 汽车等对芯片需求极大

的下游产业带来相当大的成本压

力。但对于三星电子来说，涨价实属

无奈之举。

目前，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

的供应链紧张局面仍未获得有效缓

解， 芯片生产涉及的化学品、 天然

气、晶圆设备材料、人工等成本都有

相当幅度的提高。有分析认为，芯片

制造商的平均生产成本目前同比上

涨了 20%—30%。

为了应对生产成本上升的压

力， 另一大芯片生产商台积电在去

年 8 月已率先宣布提价， 决定自

2022 年第一季度起开始调涨晶圆

代工报价， 最高端的 7纳米以下（7

纳米、5 纳米）制程调涨 10%，16 纳

米以上的成熟制程调涨 10%—

20%。 这也是十年来台积电最大幅

度的涨价。

业界普遍认为， 台积电涨价或

与其季度毛利率持续下滑有关。

2021 年，台积电第二季度的毛利率

为 50%，环比下降 2.4 个百分点，同

比下降 3个百分点。

台积电的全面涨价给市场带来

了连锁反应， 台积电的一些客户为

了保持盈利能力， 不得不提高了产

品销售价格。

不过出乎市场预料的是， 距离

第一次涨价尚不到半年时间， 台积

电计划再次对晶圆代工业务实施

5%—8%的涨价。 有报道称，台积电

目前已陆续向客户发出通知， 理由

是因通胀压力导致零部件、 原材料

和运费等生产成本上升， 同时要确

保大规模扩张产能所需的资金。

据悉， 台积电此次涨价将覆盖

全部制程， 包括先进制程和成熟制

程，也将覆盖从高端处理器、各类传

感器、 驱动芯片到电源管理芯片的

全部产品线，估计涨价范围在“个位

数”。 根据台积电与客户的沟通，本

次提价措施预计将从 2023 年 1 月

开始执行。

不过对于这次涨价， 有关市场

人士却并不看好。 日本《读卖新闻》

的报道称， 台积电之所以提前通知

是为了给客户提供一些缓冲， 以为

价格调整做好准备， 而其涨价是为

了应对成本上升和解决历史性产能

扩张所需的巨额资金问题。日本《读

卖新闻》认为，鉴于智能手机和个人

电脑等终端产品的需求放缓， 客户

可能很难完全接受台积电的提价计

划，“对于高端芯片来说， 这可能行

得通；但对于成熟制程来说，客户可

能很难接受”。

资料显示， 台积电的客户遍布

全球，其客户总数达到 510家，台积

电可生产 1.16 万种不同产品，这些

产品被广泛运用在各种终端市场

上，如智能手机、高效能计算、车用

电子、物联网等。 目前，台积电 8 英

寸代工的全球份额达 45%—50%，

12英寸 90纳米—10纳米制程的全

球代工份额接近 70%。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制

造商， 三星电子目前正在先进制程

方面追赶台积电。 三星电子在财报

电话会议上表示， 虽然个人电脑和

智能手机的需求在减弱， 但与 5G

相关的服务器存储芯片需求将十分

强劲， 预计整体芯片代工行业在未

来 5年都将呈现产能紧张的状况。

（荻凡妮）

欧洲央行将在 7

月份加息 25个基点，

然后再于 9 月份和

12月份加息。在高盛

集团发布的一份报告

中，经济学家斯文·贾

里·斯特恩预计，欧洲

央行将在 2023 年加

息四次， 将基准利率

提高至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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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的高通胀压力，美

联储和英国央行业已启动的幅度

不同的加息影响， 似乎都预示着

欧盟也在加息的路上快速前行。

“由于欧元区通胀继续高企，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欧洲央行管

理委员会成员、 德国央行行长约

阿希姆·纳格尔（Joachim Nagel）

日前表示。

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

时， 他预计欧元区净债券购买将

于今年 6 月底停止，并“将提倡在

7 月迈出欧洲央行利率正常化的

第一步”。

纳格尔表示， 加息行动迟缓

的风险“正在显著增加”，他敦促

欧洲央行官员在全球经济形势变

化之际不要拘泥于通货膨胀的旧

思维。 他认为，如果新的经济分析

继续显示强劲的通胀前景， 那么

欧洲央行应该在 7 月份将基准利

率从创纪录的低点上调。

纳格尔认为， 任何变化都应

该是“可预见的、渐进式的”。

希腊统计局日前公布了最新

的通胀数据。 数据显示，4月，希腊

通胀率从 3 月的 8.9%飙升至

10.2%， 达到 1994 年以来的最高

水平。

希腊是欧元区第九个官方通

胀率达到两位数的国家，其他的还

有爱沙尼亚 （19%）、 立 陶 宛

（16.6%）、拉脱维亚（13.2%）、波兰

（12.3%）、 捷克（11.9%）、 荷兰

（11.2%）、斯洛伐克（10.9%）和保

加利亚（10.5%）。

而欧盟统计局在 4 月底公布

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能源和食

品价格大幅上涨影响，4 月欧元区

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 7.5%， 连续

6个月创历史新高。

据美国彭博社报道，4 月欧元

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38%， 是推

升当月通胀的主因；食品和烟酒价

格上涨 6.4%； 非能源类工业产品

价格上涨 3.8%； 服务价格上涨

3.3%。 当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

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为 3.5%。

从国别来看，欧洲主要经济体

德国 4 月通胀率为 7.8%， 法国为

5.4%， 意大利为 6.6%， 西班牙为

8.3%，均处于高位。

对于通胀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欧洲央行表示，地缘局势导致能源

价格大幅上涨是现阶段高通胀的

主要原因。 未来，欧元区面临着经

济大幅下行的风险，同时通胀上行

的风险有所加剧。

不过， 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

斯·德金多斯则认为通胀已接近峰

值，欧元区今年下半年的物价压力

将减弱，不过能源成本上升将使通

胀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

的首席欧洲经济学家安德鲁·肯宁

厄姆（Andrew Kenningham）表示，

欧元区最新 GDP 数据说明该地区

至少在今年第一季度避免了技术

性衰退。但随着通胀攀升和地缘局

势影响持续，欧元区可能在下一季

度出现经济萎缩。

数据

4 月底， 欧盟统

计局公布了一项统计

数据。数据显示，受通

胀高企、 新冠肺炎疫

情持续影响， 今年第

一季度欧元区 GDP

环比增长 0.2%，欧盟

GDP 环比增长 0.4%。

而去年第四季度，欧

元区 GDP 环比增长

0.3%，欧盟 GDP 环比

增长 0.5%。

从国家来看，葡

萄牙一季度 GDP 环

比增长 2.6%，增幅最

高。 奥地利（2.5%）和

拉脱维亚（2.1%）排

在第二和第三位。 德

国 今 年 第 一 季 度

GDP 环比增长 0.2%，

西班牙为 0.3%，法国

为零， 意大利则下跌

0.2%。 同样出现负增

长的还有瑞典， 环比

下跌 0.4%。

通胀率连创历史新高

面对持续高企的通胀率和经

济下行的风险，加息似乎已经成为

欧洲央行的必然选择。

相关数据公布后，市场普遍认

为欧洲央行将采取加息措施以遏

制居高不下的通胀。 数据显示，欧

元区的通胀率在今年 3 月的时候

就攀升至新高。

5 月 6 日，欧洲央行执委施纳

贝尔（Isabel Schnabel）表示，地缘

局势和气候政策正在创造一个新

的“宏观经济环境”，欧洲央行可能

需要提高利率，以确保消费者不会

对欧洲央行控制通胀的能力失去

信心。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

法国央行行长维勒鲁瓦·德加洛

（Villeroy de Galhau） 也在同一天

表示，欧洲央行今年应将存款利率

上调至正值。由于欧元区目前的存

款利率为-0.5%，这意味着他认为

该指标今年应至少加息 50个基点

以上。 他表示，欧洲央行第一步应

在 6月底结束购买欧元区债券，然

后在接下来的几次政策会议上提

高存款利率，“除非出现不可预见

的新冲击，我认为在今年年底之前

进入正值是合理的。 ”

5 月 9 日，欧洲央行管理委员

会成员、芬兰央行行长雷恩预计欧

洲央行将在 7月加息，并在秋季继

续加息至零，且预计年底前利率将

达到正值。 此前，欧洲央行已有多

位官员发表最早将于 7 月加息的

观点，甚至有官员称今年可能加息

三次。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路易斯·德·金多斯 （Luis de

Guindos） 和委员施纳贝尔等也表

示，一系列加息行动可能会从 7 月

开始。

而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

拉加德在 4月底表示，如果通胀率

居高不下，极有可能在今年夏天首

次上调欧洲央行指导利率。

据法新社报道， 根据日程安

排， 欧洲央行将在 7月 21 日夏季

休假前的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上作出决定。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比

利时央行行长皮埃尔·文施（Pierre

Wunsch）也表示，除非欧元区经济

遭受严重冲击，否则欧洲央行可能

在年底前将政策利率上调至零以

上，甚至可能不得不采取“限制性”

政策，以控制不断飙升的物价。

实际上， 关于加息的信号，欧

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和

欧洲央行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不断

释放。

欧洲央行的一项分析报告显

示， 欧元区通胀水平今年将达到

5.1%，远高于 2%的目标，不过将

在 2023 年降至 2.1%，2024 年降

至 1.9%。

加息已成必然选择

3 月 16 日， 美联储联邦公开

市场委员会如市场预期将美国联

邦基准利率从 0—0.25%区间上调

25 个基点至 0.25%—0.5%区间，

为 2018 年 12 月以来首次加息。

5 月 4 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

委员会会议决定提升美国联邦基

金利率区间至 0.75%—1%区间，

为 2000 年以来首次大幅加息 50

个基点。

美联储启动加息之后，全球主

要经济体的央行不得不随之做出

反应。

今年以来， 全球有 30多家新

兴市场央行一次性加息至少 50个

基点，巴基斯坦将利率提高了 250

个基点，饱受危机困扰的斯里兰卡

则将利率提高了 700个基点。

4 月 13 日， 新西兰央行宣布

将基准利率上调 50 个基点至

1.5%，这是新西兰央行自 2021 年

10 月以来连续第四次加息， 也是

自 2000 年 5月以来首次单次加息

50个基点。

当天，加拿大央行也加入一次

性加息 50个基点的行列， 将政策

利率升至 1%。 加拿大央行是七国

集团（简称 G7）国家中首个一次性

大幅加息 50个基点的央行， 这也

是加拿大 2000年 5月以来首次加

息 50个基点，同时创下该国 22 年

来最大的加息纪录。而市场分析人

士相信，加拿大央行或在 6月 1 日

再次宣布大幅加息 50 个基点，因

为加拿大 2 月份 CPI 通胀已是连

续第 11 个月高于 1%—3%的管控

区间。

4 月 14 日， 韩国央行货币政

策委员会启动加息，将基准利率上

调 25 个基点至 1.5%， 为 2019 年

8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出乎市场预

料。

5 月 3 日，澳洲联储也宣布加

息 25个基点， 将基准利率从历史

低点的 0.1%上调至 0.35%， 超出

市场预期的 0.25%。这是澳洲联储

2010 年以来的首次加息， 同时也

是近 15年来首次在澳大利亚大选

期间加息。而且澳洲联储还暗示将

进一步加息，推动澳元和债券收益

率走高。

5 月 5 日，英国中央银行英格

兰银行宣布加息 25个基点， 将基

准利率从 0.75%上调至 1%， 达到

2009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是英

国央行自去年 12月以来的第四次

加息。 当月，英格兰银行将基准利

率从 0.1%的历史低位上调至

0.25%，今年 2 月和 3 月又分别加

息 25个基点。

面对多国的加息浪潮， 英国

《金融时报》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

与全球物价飞涨的影响下，各国央

行的工作重心已从鼓励增长转向

降低通胀。由于石油及多种原料商

品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升值使

其他国家的通胀压力升高，各国央

行不得不跟上美国的加息步伐。高

盛集团称，一个“反向货币”的新时

代已经到来，体量较大的发达经济

体央行平均需要再加息 10 个基

点， 才能抵消本币贬值 1%的影

响。

显然，欧洲央行已注意到欧元

贬值的严重后果，加息的脚步越来

越近。

而高盛集团经济学家表示，

预计欧洲央行将在 7 月份加息

25个基点， 然后再于 9月份和 12

月份加息。在高盛集团发布的一份

报告中，经济学家斯文·贾里·斯特

恩预计， 欧洲央行将在 2023 年加

息四次 ， 将基准利率提高至

1.25%。

多国被迫追随美联储加息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