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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卸任阿里懸念猶存

目前留有一些懸念：是不是如

馬雲曾表示的那樣，辭去董事局主

席職務後「回歸教育」，或是還有

「很多事想試試」。 9 月 5 日，浙

江阿里巴巴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

發生工商變更，馬雲卸任法定代表

人、董事長，由螞蟻金服集團數字

金融事業群總裁黃浩接任。目前，

馬雲對該公司持股比例為 20%。

9 月 9 日，中國官媒光明網評

論文章稱：「毫無疑問，馬雲趕上

了一個好時代，抓住了一個說不清

多少載才能逢見的好機遇。假設將

當下複雜的國際環境換入昨天的背

景，馬雲及其阿里巴巴能否如昔日

那般順風順水的成長起來，這肯定

是要打上一個問號的問題。」

中國的民營企業正在遭遇前

所未有的困境，馬雲作為中國民營

企業家的標誌性人物，其一舉一動

受到更多關注。《阿里巴巴：馬雲

的商業帝國》一書的作者克拉克曾

對《紐約時報》稱：「不管他願不願

意，他都是中國私營經濟健康與否

和所能達到高度的一個象徵，不管

他願不願意，他的退休都將被解讀

為不滿或擔憂。」

儘管馬雲在中國的電子商務

領域很成功，但有一些批評者則指

責他鼓勵重商主義、物質主義，以

及出售假貨。還有些批評者對他與

北京當局的曖昧關係發出質疑。

不過，  2013 年馬雲在一次演講中

稱，不管阿里巴巴發展多快，也

絕不與政府做生意，「在過去的 14
年中，阿里巴巴始終堅持的信念是

『只和政府談戀愛，但不結婚』」。

據中國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

系統顯示，馬雲和謝世煌於 1 月 4
日出清了淘寶網股權，已不再是浙

江淘寶網絡有限公司的兩大股東。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唐新元

認為，中國最高法院知識產權法庭

1 月 1 日揭牌，隨後就傳出這個消

息，說明馬雲是急於甩掉淘寶網這

個燙手山芋，有假貨集散地之稱的

淘寶網，近年來多遭非議。如果官

方真的對其採取約束措施，淘寶網

必然受到很大的衝擊。畢竟，中美

貿易戰的一個焦點就是知識產權保

護問題。

據統計截至目前，馬雲和謝

世煌已 5 次轉讓「阿里系」公司股

權。 2018 年 9 月 10 日，馬雲宣

布一年後卸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

席。同天，中國銀聯與支付寶舉行

內部簽約儀式，就支付清算業務達

成了相關合作。至此，兩大支付巨

頭——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均被中國

央行轄下的清算組織收編。

2018 年 10 月 1 日，再有重磅

消息傳出，阿里巴巴方面證實，馬

雲已放棄對阿里巴巴VIE架構（可

變利益實體）所有權。

財經分析人士劉曉博認為，馬

雲必須掌握境外上市公司股權與境

內實際運營公司所有權，他的財富

才是完整的，因為公司的「靈魂和

肉體」才統一，才沒有被分離。而

現在，他放棄的是「肉體」（境內

實際運營公司所有權），留下的是

「靈魂」（境外上市公司股權）。他

的財富，從法律意義上說已經不完

整了。信息顯示，此前馬雲共擔

任 19 家關聯公司的法人代表，目

前，馬雲僅持有阿里系 5 家公司的

股權，而其退出的公司多達14家。

9月10日，馬雲正式卸任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9月
10日，是馬雲55歲的生日。在這一
天，馬雲交出中國最大電商平臺的

權杖——正式卸任阿里巴巴集團董

事局主席。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

導】9 月 10 日，中國國家統

計局公布宏觀經濟數據，消

費者物價指數 CPI 同比漲幅

2.8%，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

指數 PPI 降幅擴大至 0.8%。

根據數據顯示，CPI 同比

上漲 2.8%。其中，城市上漲

2.8%，農村上漲 3.1%；食品

價格上漲 10.0%，非食品價格

上漲 1.1%；消費品價格上漲

3.6%，服務價格上漲 1.6%。

1 ～ 8 月平均，CPI 比去年同

期上漲 2.4%。 8 月，CPI 環
比上漲 0.7%。其中，城市上

漲 0.6%，農村上漲 1.0%；食

品價格上漲 3.2%，非食品價

格上漲 0.1%；消費品價格上

漲1.1%，服務價格上漲0.2%。

8 月，食品、菸、酒價格

同比上漲 7.3%。其中，畜肉

類價格上漲 30.9%；鮮果價格

上漲 24.0%；禽肉類價格上漲

9.6%；雞蛋價格上漲 3.8%；

水產品價格上漲 1.5%；糧食

價格上漲 0.7%；僅鮮菜價格

下降 0.8%。

受非洲豬瘟疫情導致大量

生豬被撲殺影響，中國豬肉價

格 8 月同比飆升 46.7%，「凶

猛」的豬價徹底蓋過鮮菜價格

漲幅回落的影響，帶動 8 月

CPI 同比漲幅持穩在上月觸及

近一年半高點。

倘若未來豬價持續高位，

不排除四季度個別月分 CPI
有突破 3% 的可能。

今年 9 月初，中國 22 省

市平均生豬和豬肉價格已分

別超過每公斤 27 元和每公斤

36 元，創下歷史新高。

物價持續上漲
豬肉更創新高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 / 綜合

報導】美中同意在 10 月分重返談

判桌，白宮貿易和產業政策主任

納瓦羅（Peter Navarro）表示，

在5月初雙方達成的協議內容上，

美國不會退讓，這不僅僅是貿易

問題。

據雅虎財經 9 月 8 日報導，

納瓦羅說，美中曾在今年 5 月初

達成一項協議。

當時經過 11 次貿易談判達成

的協議超過 150 頁，涉及中共不

公平貿易的 7 個主要方面，以及

相應的監督執行機制。

雙方的討論細緻詳實，涉及

到逗號和段落。這是未來談判的

基礎。但是中共背棄了協議。

他強調，目前關稅的「全部

負擔」正由中方付出，因為中共

降低了出口商的價格，貶值人民

中國8月出口意外下滑  
突顯經濟進一步萎缩 

【看中國訊】據海關數據顯

示， 8 月中國出口與去年同期相

比下跌 1%，進口則連續第 4 個

月下跌。而分析家們本來在路透

社的調查中預計，一些中國出口

商為了避免美國即將提升的關

稅，會提前在 8 月向美國發貨，

8月的出口額預計會增長約2%。

數據顯示中國這個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狀況進一步疲軟，突

顯出頒布更多刺激措施的迫切需

要。觀察家們廣泛預計，北京將

在今後幾個星期宣布更多的支持

措施，以避免在美國加強貿易壓

力的情況下經濟下行更為迅猛。

中國的出口在今年 7 月增

長3.3%，在6月則下跌1.3%。

為應對人民幣貶值  
中國投資者移資比特幣

【看中國訊】美國知名加密

貨幣新聞媒體《Coindesk》報

導，根據彭博（Bloomberg）對

人民幣與比特幣近三十多天走勢

的分析，人民幣和比特幣之間的

負相關性，在過去 7 天已達到創

紀錄水平。

有數據顯示，人民幣貶值促

使中國投資者正在將資金轉移至

比特幣。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

主管希爾曼（Garrick Hileman）
表示，這種跡象可以從比特幣在

火幣等主要面向中國人的加密貨

幣交易所出現溢價看出來。希爾

曼還指出，比特幣和人民幣之間

的負相關性在今年 4 月至 5 月就

變得更加明顯。

幣達 15%。

納瓦羅 9 月 8 日在福克斯新

聞的專訪中談到，美中在 10 月分

的談判將關注「重大結構性問題」

和「市場准入」兩大問題。

川普總統在推特中轉發了相

關採訪。

勞工部報告表明，美國在 8
月分增加了 13 萬個工作機會，少

於預期，但失業率達到 50 年最低

點 3.7%。

「川普的經濟如岩石一樣堅

挺。」納瓦羅說，川普執政以來，

1.57 億美國人正在工作；連續 18
個月失業率低於 4%；150 萬高薪

人士回到工作崗位；工資在增長。

現在的問題是 2% 的 GDP 還是

3%，因美聯儲的緊縮貨幣政策在

抬高美元，擠壓美國的出口，限

制了投資。

納瓦羅批評美聯儲至少讓美

國的 GDP 少增長了 1%。

納瓦羅認為，如果美國公司

想要投資的確定性，可以把資金

投資回美國。

供應鏈回到美國的速度比川

普的關稅快，這是一件好事，供

應鏈越多元化，越可靠。

他說，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支

持川普的強硬對華政策，這不僅

是貿易，也是關於上帝看護的國

家、美國勞工和原則的問題。

美中之間的問題不僅是貿易問題 財經簡訊

（Getty Images）

助理教授楊向峰在《當代歷史》的

那篇文章中寫道，經濟「相互依

存」讓許多中共官員留下錯誤的

印象，以為中國確實已經達到了

與美國「實力均等」，這增強了他

們的信心，認為單方面擾亂這種

「雙贏」關係，將等同於經濟上的

相互破壞，這使得北京當局過度

自信的以為華盛頓捉摸不定的對

中政策應該不會做得太過頭。

莫道寇塔斯教授指出，這是北

京所犯的一個嚴重錯誤。仍然依賴

以商品出口和技術進口來推動增長

的新興經濟體與成熟發達國家之間

據《自由時報》報導，莫道寇

塔斯教授 9 月 7 日刊登在《福布斯》

（Forbes）上的文章寫道，美國《當

代歷史》（Current History）9 月號

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世界兩大經

濟體之間日益增長的經濟「相互依

存」，給北京當局帶來一種「錯誤

的印象」，自認為實力已達到與美

國相當，這讓中共官員信心膨脹，

認為他們能夠與華盛頓達成「雙

贏」的協議。

韓國延世大學東亞國際學院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2019 年，中國上市公司連

環上演「監獄風雲」，民營企業

甚至是曾經的明星企業紛紛倒

下。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12 家

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被抓，

市值蒸發近 800 億元人民幣，

77.12 萬股民牽涉其中，遭遇滅

頂之災。

根據中新經緯 9 月 8 日報

導，2019 年，A 股市場上演了

一回「監獄風雲」。包括：暴風

集團、ST 昌魚、葵花藥業、新

城控股、大智慧、*ST 中科、派

生科技、*ST 康得、博信股份、

ST 天寶、*ST 鵬起等 12 家 A
股上市公司實控人被抓。

據中新經緯客戶端的粗略計

算，今年因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

被抓，A 股已蒸發近 800 億市

值。其中派生科技半年市值蒸發

近 160 億，新城控股超 350 億

市值蒸發，康得市值蒸發 52.4

億元。市值蒸發損及 77.12 萬股

民。其中大智慧涉及股民 19.79
萬，康得涉及股民 15.55 萬。

第一財經報導說，9 月 5 日

晚間，暴風集團發布公告稱，公

司存在經審計後 2019 年末歸屬

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為負的

風險，根據相關規定，深圳證券

交易所可能暫停公司股票上市。

暴風集團表示，自馮鑫被

捕後，公司在戰略落地、業務拓

展、人員穩定等方面均受到一

定的負面影響。業績方面，上

半年暴風集團實現營收同比下

降 89.44%；淨利潤為 -2.64 億元

（人民幣，下同）。根據規定，若

暴風集團 2019 年淨資產為負，

深交所可能暫停公司股票上市。

作為曾經創造出 29 個漲停板紀

錄的創業板股票，暴風集團股票

一度曾高及 123.83 元 / 股、市值

逾 300 億元。但最新收盤價僅剩

下4.58元 /股，總市值15億元。

的「相互依存」關係，但要讓雙方

達到「實力均等」，還有很長的路

要走。

兩國之間如果「離婚」，將對

美國產生一些影響，但對北京當局

來說卻將是一場毀滅性的大災難。

楊向峰在文中寫道：「許多中

共官員和分析師可能都沒有認真考

慮過貿易戰會爆發，更不用說為此

做好準備了。」楊向峰說：「這場

爭端不僅加速了美中的經濟脫鉤，

而且將整個雙邊關係推向了半個世

紀以來的最低點。」這使得他對未

來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關係持悲觀

態度。他補充道，即使達成了貿

易協議，「這也將是一場漫長的經

濟戰爭，任何協議都只是暫時的停

火」。莫道寇塔斯在文章中表示，

美中貿易戰將演變成科技戰和貨幣

戰。這意味著，除非北京當局承認

與美國的實力並不均等，否則雙方

很難很快達成貿易協議。

北京自視與美實力均等致嚴重錯誤 A股「監獄風雲」坑股民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根據紐約長島大學P os t分校經
濟學教授莫道寇塔斯（P a n o s 
Mourdoukoutas）在《福布斯》
撰文指出，中國的政治菁英在與美

國打貿易戰時，犯了一個嚴重錯

誤：自以為中國與美國已達到「實

力均等」（power parity）。

（Foto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