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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從零到空前的挑戰

18 世紀末期，英國等國家先

後完成了工業革命，之後開始全球

貿易，中華民國政府也參與其中。

1949 年 10 月，中共建政之後即設

立了中央貿易部，廢止國民政府與

外國政府所簽訂的各項貿易條約和

協定，接管了國民政府的對外經貿

機構，如：中央信託局、輸出入管

理委員會等。

1952 年中國進出口總額 19.4
億美元，其中出口額 8.2 億美元，

進口額 11.2 億美元。 1952 年至

50 年代末，中國同前蘇聯的貿易

額約占全國對外貿易總額的50%。

1953 年 6 月，中共中央起草

了《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

義工商業的意見》。 1954 年 9 月

2 日，通過《公私合營暫行條例》。

最終消滅了私營進出口商，把對外

經濟貿易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

中。公私合營令很多傳統企業、品

牌消失，存活至今的品牌由北京當

局持有，失去家族傳承。

1960年，隨著中蘇關係惡化，

中國對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貿易急

劇下降。後來同日本和西歐的貿易

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1963年，中國

同日本簽訂了第一個採用延期付款

方式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的合同。

到 1965 年，中國對西方國家貿易

額占全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由

1957年的 17.9%上升到 52.8%。

1966 年，史無前例的「文化

大革命」開始，自 1967 年起外貿

連續 3 年出現停滯和下降。 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美國與中

國恢復了貿易關係，中國的外貿開

始增長。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

經濟百業凋敝，中共被迫「改革開

放」，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

加快，中共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

和廉價的土地資源，和幾乎沒有任

何環境保護設限的條件，讓中國開

始在國際產業鏈中扮演「世界代工

工廠」的角色。正是這些沒有多少

技術含金量的低端製造業、勞動密

集型產業，給中國賺取了大量外匯。

2001 年底，在美國的促成

下，中共做出多項至今未兌現的承

諾後，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享受其他國家和地區開

放市場的好處。

2005 年起，中國的出口迅猛

增長，對外貿易開始出現巨大順

差（出口額大於進口額）。當年

的貿易順差為 1018.8 億美元。以

後更是逐年增加，到 2016 年達到

5099.6 億美元。而中國出口商品

的最大市場是美國。據美國商務部

統計數據：2017 年，美國對中國

的貨物出口為 1304 億美元，貨物

進口為 5056 億美元，貨物貿易逆

差為 3752 億美元。

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誓言改

變美中貿易長期不平衡的局面，要

求中共兌現 2001 年加入 WTO 時

的承諾，消除貿易壁壘，真正開放

中國市場，並停止強制要求外資技

術轉讓，停止盜竊知識產權，做出

結構性改革。雙方進行了多輪談判

未果，美國不斷升級對中國輸美商

品的懲罰性關稅的稅率。

隨著美中貿易戰的不斷升級，

同時引發了洶湧的撤資潮，外企甚

至包括中國企業，紛紛將產業鏈從

中國轉移至東南亞國家。中國經濟

開始走下坡，出口行業更是遭到沉

重打擊。

已經持續了一年多的美中貿易戰，令中國企業處境艱難。（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70
年彈指一揮間，世界處於大變革時

期，中國經濟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根據中國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工

業企業利潤現今年以來最大降幅，

製造業是拖累工業企業利潤下滑。

分析指只有制度改革，才能扭轉經

濟頹勢。

中國統計局 10 月 27 日公布

的數據顯示，9 月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指年主營業務收入人民幣

2000 萬元及以上的全部工業企業）

實現利潤總額 5755.8 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下降 5.3%，較

8 月 2% 的同比降幅繼續擴大，且

為今年以來同比增速最低；前九月

利潤總額 4 兆 5933.5 億元，同比

下降 2.1%，降幅較前八月的 1.7%
有所擴大。

中國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

朱虹表示，9 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

降幅比 8 月分有所擴大，主要受工

股神巴菲特看走眼  
比亞迪Q3獲利減近9成

【看中國訊】中國電動車廠

比亞迪曾深獲股神巴菲特青睞，

並擁有 8.25% 股份成為最大股

東之一，不過受到中國車市疲

軟、北京取消電動車補貼影響，

比亞迪今年交出了淨利第 3 季年

減 89% 的悽慘財報，導致 10 月

30 日比亞迪股票大跌 6.77%，

以每股 43.96 人民幣作收。

《自由時報》引述 CNN 報

導，比亞迪第 3 季淨利潤從去年

同期的 11億人民幣下滑到 1.197
億人民幣，比亞迪表示，獲利大

幅下滑的原因，包含油價走跌，

以及政府減少電動車補貼所致，

比亞迪還加碼示警，今年全年獲

利可能將下滑 43%。

臉書同意就劍橋分析 
事件支付50萬英鎊罰金

【看中國訊】根據《自由時

報》報導，社交網站巨頭臉書

去年爆出大規模洩資醜聞，約

有 8700 萬用戶個資遭政治諮詢

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 不 當 利 用， 英 國

資 訊 專 員 公 署（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ICO）

10 月 30 日表示，臉書已放棄上

訴，同意就劍橋分析事件違反數

據保護法，而支付 50 萬英鎊的

象徵性罰款。

據臉書副法律顧問 Harry 
Kinmouth 稱，臉書很高興能達

成和解，並表示臉書已對其平臺

進行重大更改，包括大幅限制應

用程序開發人員能訪問的信息。

業品出廠價格降幅擴大、銷售增長

放緩等因素影響。

「2019 年前三季度，全國規

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

下降了 2.1%。其中，一季度下降

3.3%，二季度下降 1.9%，三季度

下降 1.8%。」

從中國官方的數據來看，工業

企業利潤跌幅擴大主要是受工業品

價格下跌和銷售增長放緩等因素的

影響。而在三大行業門類中，製造

業是拖累工業企業利潤下滑的主要

原因。

從官方分地區的統計數據來

看，今年前八個月，北京、上海、

天津、河北、廣東等地的工業企業

利潤下降，亮起了紅燈，其中上海

同比下降近二成。

根據數據顯示，中國第三季度

的製造業收入、利潤、數量和銷售

價格都較上個季度出現了雙位數的

下跌。

有江蘇揚州的市民對前景感

到擔憂：「中美貿易戰衝突不斷升

級，外資在華投資的優勢已不再，

外資紛紛撤離。消費者方面，因為

社會保障體系不足，國內民眾普遍

面臨住房、教育、醫療、養老四大

民生問題，老百姓即使有錢也不敢

花錢消費。因此消費對國內的經濟

增長提升不大。」

中國工業企業利潤跌幅擴大 財經簡訊

（Adobe Stock）

最近的一份為 10 月 27 日發布的

《延吉市廣廈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破產文書》。

有房地產業知情人士透露，除

了上面公開破產的公司，還有好多

房地產公司被地方政府禁止註銷、

破產，避免引發社會群體事件。

日前，房地產大老、萬通集團

創始人馮侖直言，中國房地產行業

進入市場化發展 20 多年，經歷了

多少次調控，根本數不清。為甚麼

人們還是抱怨房價高？因為大大小

小的調控策略和方法，實際上在相

今年以來，中國房地產開發商

們處於困難的經營狀態。據中原地

產數據，前 9 個月累計發布房地產

調控政策 385 次。自 5 月以來，

房地產信託、境外發債和銀行貸款

依次收緊，融資調控逐步升級，房

地產開發商們的日子不太好過。

在法院公告網站破產文書頁面

進行檢索可以發現，2019 年以來，

共計 408 份房地產公司破產文書被

公布。從地區分布來看，廣東地區

破產的房地產公司最多，共計 63
家，占比達 15.44%，其次是浙江

（40 家）和江蘇（37 家）。其中，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10 月 30 日，美聯儲公布最新的

10 月利率決議，美聯儲如期降

息 25 基點，聯邦基金利率調整

至 1.50 ～ 1.75%，符合預期。

從美聯儲表態來看，整體基調略

微偏向鷹派。

在決議公布後，現貨金價短

線下挫 4 美元，美元指數上漲 10
個基點，其他非美品種不同程度

回落。FXTM 認為，相比公布的

實際利率，市場將更加關注美聯

儲主席鮑威爾的新聞發布會。

FXTM 市 場 分 析 師 Han 
Tan 說，所謂的「鷹派降息」可

能會將美元指數推高至 98 以

上。Tan 寫道：「鮑威爾的言論

將對市場產生更大的影響，而

不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實

際決定本身。」「鮑威爾是否應

該暗示『鷹派降息』，即美聯儲

在調降 25 個基點後認為美國經

濟具有足夠『保險』，有可能將

美元指數推回 98 水平。」

道明證券（TD Securities）
表示，美聯儲的鷹派降息，並對

未來的貨幣政策動向表示耐心。

道明證券的策略師表示，

預計美聯儲此後將保持耐心。

策略師補充說，這可能在短期

內給黃金帶來巨大壓力。他們

寫道：「由於今年餘下時間利率

可能保持不變，股市飆升至歷

史最高水平，並且貿易前景持

續樂觀，因此黃金可能在短期

內面臨重大阻力。」

渣打銀行預計美聯儲在 12
月分還會降息。瑞士百達資產

管理則預計，美聯儲這次降息

會是今年最後一次。

互影響，上一次調控的效果也許很

快就被下一次的調控抵消了。馮倫

建議人們賣掉多餘的房產。

首先，未來房價不會再大漲，

炒房人持有多套房產意義已經不

太大。事實也是如此，如果炒房者

買了房子如果短期內不漲，尚能堅

持，但如果長期不漲，而融資成本

卻在上漲，那炒房者就會虧錢。

所以，馮侖認為再搞房地產

沒有意義，如果手上有幾套房產，

還不如趁現在能夠變現時，快點變

現，等到將來房價下跌了，房子就

難賣了。

再者，由於國內經濟上行壓

力較大，各地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也

在經常變化。未來房價大漲已無可

能，但下跌也會受到政策控制，通

過房地產對抗通脹的好日子已經過

去。最後，房地產流動性會越來

越差，留給炒房者撤退的時間不

多了。

從開發商破產數量知樓市走向 美聯儲年內第三次降息 
鮑威爾的言論更重要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數據

顯示，中國前9個月累計發布房地
產調控政策385次，408家房地產開
發商宣布破產。10月28日，官媒再
次發文強調堅持「房住不炒」。也

有房地產大老建議賣掉多餘房產。

（Getty Images）

2019 年 9 月 29 日，中國商務

部長鍾山在新聞發布會上承認，已

經持續了一年多的美中貿易戰令中

國企業處境艱難，外貿直接或間接

帶動的就業人口多達1.8億人以上，

「今年，外貿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

戰，這個挑戰既有外部的，也有內

部的。」「特別是受到經貿摩擦的影

響，中國企業面臨的困難也較多。」

伴隨著中國粗放式製造業擴張達到

極限，帶給中國的是嚴重環境汙

染。如今，不管是經濟發達的東南

部地區，還是貧瘠的中西部地區，

環境汙染已成為極待解決的問題。

從天空到海洋，從陸地到河

流，從地表到地下，無論是空氣、

水源還是土壤，汙染之現狀怵目

驚心。中國超過 64% 的城市地下

水遭受嚴重汙染，33% 的地下水

受到輕度汙染，基本清潔的地下

水只有 3%。全國耕種土地面積的

10% 以上受重金屬汙染，共約 1.5
億畝。因汙水灌溉而汙染的耕地有

3250 萬畝。每年因重金屬汙染的

糧食高達 1200 萬噸，造成的直接

經濟損失超過 200 億元。

500 個大中型城市中，只有不

到 1% 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

量標準。有研究稱，2012 年，北

京、上海、廣州、西安因 PM2.5
引發多種疾病造成的過早死的人數

達 8500 多人。犧牲環境換來的高

額外匯儲備，並未給百姓帶來更多

好處，中國仍是一個外匯管控的國

家，普通百姓不能自由兌換外幣。

也許喧囂過後，留給中國的

只有瘋狂擴張低端產業造成的環

境汙染，這將成為幾代中國人都

無法擺脫的夢魘。  

中國經濟
7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