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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泄密门”：茶壶里的风波  

   宏观简报  

      特朗普执政不到 4 个月，就面临重重挑战。“干预司法公正”，“泄密门”,

“通俄门”接踵而至。在此冲击下，避险资产受到追捧，而美股和美元遭

到抛售。美国司法部甚至任命特别检察官(special counsel)调查特朗普的

幕僚是否与俄罗斯官员“合谋”。但是抛开媒体的“危言耸听”，特朗普

暂时的危机只是茶壶里的风波，翻不起太多波澜。如果乘此机会，特朗普

政府将之前的政治扯皮全部甩给特别检察官，或许可以专心推动税改和基

建计划，从而利好美国经济。当然，如果特朗普不吸取教训谨言慎行，或

者检察官调查范围无限扩大，那么风波则可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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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美元指数下滑，美股大跌，黄金大涨源于与特朗普相关的 Comey 备

忘录事件和“泄密门”事件。美国司法部甚至任命前 FBI 作为特别顾问 Robert 

S. Mueller III 调查特朗普的幕僚是否与俄罗斯官员有“合谋”。这两件事情

被美国左派媒体和部分政客解读为扳倒特朗普的重要机会。目前来看，美国

媒体的大部分宣传或夸大事实，市场的波动可能不会持续，但作为政治素人

的特朗普如果不能谨言慎行并“建设好”团队，那未来可能还会引发更多麻

烦。 

  

第一件事情，被特朗普开除的前 FBI 主管 Comey 的备忘录被“神秘地”公

开给媒体，Comey认为特朗普劝说他停止对前国家安全顾问Flynn的调查（“I 

hope you can let this go,” the president told Comey. “I hope you can see 

your way clear to letting this go, to letting Flynn go. He is a good guy.”）。

第二件事,特朗普在与俄罗斯外长和驻美大使会面时谈到了从以色列获得的

ISIS 可能使用笔记本电脑进行恐怖袭击的情报。 

  

这两件事情被“神秘”公开后，显然让自由主义者和共和党内部的特朗普反

对者们很高兴。特朗普的著名反对者共和党参议员 McCain 甚至认为泄密门

和 Comey 的备忘录事件已经达到了水门事件的高度，而民主党国会议员甚

至提议弹劾特朗普。但事实上，这两件事情从法理上都没有办法对特朗普的

执政地位产生动摇。 

 Comey 认为特朗普让其停止调查 Flynn 的说法不一定站得住脚，特朗普

阵营很容易反驳说（事实上也这么做了）特朗普并没有直接让 Comey

停止对 Flynn 的调查，这些备忘录可以解读为，特朗普希望 Comey 尽

快完成调查任务还 Flynn 一个清白，这甚至还表现了特朗普对下属的爱

护，更容易赢得普通民众的支持； 

 针对俄罗斯外长和俄罗斯驻美大使的“泄密”，特朗普作为总统，一方

面有权利这么做（并不被保密法案限制），另一方面，特朗普也是为了

防止更多恐怖袭击的发生，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对以色列的特工据说

也未造成安全影响，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分享的信息是关于 ISIS 的恐怖袭

击计划，这与美政府支持的叙利亚叛军还不是一回事，ISIS 是美俄共同

的敌人。 

  

总之，这两件事还没有办法撼动特朗普的总统地位，短期内市场的恐慌情绪

必将慢慢消退。但是特朗普执政威信力显然受到巨大冲击，尽管市场已经充

分考虑特朗普财政政策面临推广不力的困境，但是作为政治新手的特朗普如

果深陷政治角斗漩涡不能快速脱离，那么很可能难以顾及美国经济发展。同

时，白宫内部信息泄露也说明白宫团队的部分成员对特朗普的忠诚度有短板。

特朗普甚至在一些访谈中，似有似无地对从政表现出了懊悔之意。 

  

特朗普的 Comey 备忘录和“泄密门”风波或许会慢慢平息。特别检察官的

任命其实也给了特朗普一个机会，将民主党“通俄”的指责完全丢给检察官

的调查，从而将重点拉回到政策推动上。但如果特朗普不能改变其任性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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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惯，不管控好情绪，冷静地面对当前美国的政治扯皮，那么可能会成为

坡脚的总统。Comey 的备忘录和泄密门不排除发酵可能，但只要特朗普开始

能谨言慎行就都不是大的障碍。只是特朗普的“敌人”太多，怎么样杀出一

条“血路”非常考验特朗普的智慧。这场风波的影响应该随着 Comey 在国

会的听证会的举办，而慢慢消散，市场的恐慌也会归于平静，美联储加息的

步伐也不会改变，本已缓慢的税改进程也不会变得更慢，但是特朗普的总统

之行必将路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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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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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介绍 

张文朗，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加入光大之前，任中信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并曾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工作 10

年，任高级经济学家，带领中国经济研究团队。他在国际杂志发表报告二十余篇，并受聘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任兼

职教授。张文朗拥有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买入—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

明确的投资评级。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

模型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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