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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收入增長的表象背後

70 年來，尤其在「改革開放」

和加入 WTO 之後，中國經濟發

展速度較快，百姓收入逐漸增長，

但其表象背後卻隱藏著貧富差距巨

大、區域發展失衡、民生負擔嚴重

等諸多社會矛盾。

根據 1948 年 3 月 24 日《新民

報》報導，1948 年的 1000 萬元相

當於 1937 年的 27 元。統計資料表

明，1949 年人均年現金收入不足

100 元。 1957 年人均年現金收入

達到 254 元。到了 1978 年，人均

年現金收入 343 元，比 1957 年增

長 35.4%，扣除物價上升因素，21
年裡收入水平實際增長 18.5%，平

均每年遞增僅 0.8%。

在經濟瀕臨崩潰的時候，北京

政府被迫「改革開放」，百姓收入

得以較快提升，從 1978 年的 343
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5425 元，扣

除物價因素，20 年實際增長 2.2
倍，平均年遞增 6%。 2018 年達

到 2 萬 8228 元。

但是，70 年來中國已經超發

了天量的貨幣，也發生過數次高通

貨膨脹事件。 2019 年，中國多省

分宣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調整

後，上海繼續以 2480 元 / 月的月

最低工資標準居全國第一，遼寧省

最低僅為 1300 元。

說到收入，無法迴避的就是中

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基尼係數是國

際通用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收

入差距的常用指標，介於 0~1 之

間，數字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

高，通常將 0.4 作為警戒線。

據官方數據，1978 年基尼係

數為 0.317，自 1994 年開始越過

0.4 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2004
年超過了 0.465。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

調查與研究中心調查顯示，2010
年家庭的基尼係數為 0.61，遠高

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 0.481。北

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

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 2014〉顯
示，家庭的基尼係數達到 0.73，
中國的貧富差距巨大。

行業間的收入也相差巨大。

由權貴集團及國企壟斷行業控制的

如：電力、石油、電信、煤氣等行

業，與社會服務業的工資差距越拉

越大。教育的產業化、高漲的房

價、層層盤剝的醫療產業鏈，讓中

國人在這三座大山下苦苦掙扎。

尤其房地產裹挾了經濟，吞

噬了百姓財富，中國百姓收入的漲

幅，遠遠落後於房價的漲幅。進入

2019 年，水果蔬菜一路狂漲，豬

肉價格一飛沖天，人民幣的快速貶

值，令很多人感嘆手裡的錢越來越

不值錢了，甚麼都在漲，就是收入

沒有漲，生活過得真是艱辛。

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增加了，

必然要在其他方面減少開支。經

濟的下滑，失業危險的增加，讓

更多的人選擇捂緊錢袋。

近一段時間，關於消費升級

還是降級的爭論也引發熱議。一

般來說，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

速即代表全中國人的消費能力，

以前這個數字一直在 10% 以上，

2019 年首次連續跌破 10% 和 9%
兩個關口。

代表低端消費品市場指標的

榨菜，出現營收與淨利潤高速的增

長，讓人聯想到一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經濟指標——榨菜指數。有評論

說，吃榨菜的人多了，表明大家都

百姓收入逐漸增長，但其表象背後卻隱藏著諸多社會矛盾。（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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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 11
月 19 日表示，如果不能與北京方

面達成貿易協議，他將提高從中

國進口商品的關稅。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稱，美國

川普總統 11 月 19 日在內閣會議

上說：「中國必須要達成一項我喜

歡的協議。如果他們不這樣做，

那就沒戲了。我現在對中國很滿

意，他們正在付給我們幾百億美

元的錢。中國之前連一毛錢也不

給我們。」

此外，川普總統還表示，中

國的經濟正在為貿易戰付出代

價，如果雙方不能達成協議，他

準備對北京施加更大壓力。

川普總統說：「他們的供應鏈

正在死亡。而我說過他們的經濟

是 57 年來最糟糕的。儘管如此，

我跟中國還是有很良好的關係，

澳洲美國合作發展稀土 
降低依賴中國市場

【看中國訊】根據中央社報

導，澳洲資源暨北澳事務部長卡

納凡（Matt Canavan）11 月 20
日表示，澳洲及美國將共同支持

關鍵礦產和稀土發展計畫。這意

味兩國將在長期由中國把持的市

場進一步合作。

卡納凡的辦公室發布聲明

指出，卡納凡和美國商務部長

羅斯（Wilbur Ross）在華盛頓

會談後，雙方為協力提供相關

計畫融資打下基礎。

根據聲明，「全球對關鍵礦

產的需求持續增長，這將為澳

洲礦業提供進入安全穩定供應

鏈的空間，以滿足諸如美國等

重要經濟體日益增加的需求」。

拼多多Q3大虧逾百億 
股價盤前重挫23%

【看中國訊】根據《自由時

報》報導，去年 7 月在美上市的

中國網購平臺「拼多多」，因其

營運支出增加，第 3 季虧損超

出預期，從去年同期的 11 億元

人民幣，擴大至 23.4 億元人民

幣，使股價在美股盤前下跌幅

度超過 23%。

據路透社 11 月 20 日消息，

中國電商拼多多截至 9 月 30 日

的第 3 季財報顯示，該公司淨虧

損 23.4 億元人民幣、營收增長

123% 至 75.1 億元人民幣，高

於 Refinitiv 匯整分析師預期的

74.9 億元人民幣，但營業費用大

增約兩倍，達84.7億元人民幣，

銷售和行銷成本也激增 114%。

我們等著瞧。但我現在很滿意。

如果我們跟北京無法達成協議，

我就會把關稅提得更高。」

同時，美國副總統彭斯 11 月

19 日表示，如果香港示威活動遭

遇暴力，美國將難以與北京簽署

貿易協議。

美國之音報導稱，彭斯在接

受印第安納波利斯電臺採訪時表

示 :「總統明確表示，如果發生任

何暴力事件，或者這件事沒有得

到妥善和人道的對待，我們將很

難與北京達成協議。」

世界上最大兩個經濟體間的

貿易糾紛已持續近兩年，雙方似

乎陷入了談判僵局。

美國和中國 10 月同意了一項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此後華

盛頓和北京對協議的進展發出了

不同的信號。

美國希望將關稅這枚籌碼用

於協議執行機制，只有北京遵守

在貿易協議中做出的承諾，才會

徹底取消關稅。

根據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表示

稱，兩國已經同意同時取消部分

現有關稅。

而川普總統隨後表示，北京

想要降低關稅，但他甚麼都還沒

有同意。

川普：若未能達協議 將提高關稅 財經簡訊

（Getty Images）

GDP 的占比逾 240%。

根據 IIF統計，中國 2019年上

半年的債務占 GDP已達 306%，該

數字較年初近 304% 進一步上升，

而這個數字在 2009 年約 200%、

1999 年約 130%。中國居民的儲蓄

減少、家庭債務迅速增加。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

中國家庭債務的總和占中國 GDP
的 54%，2024 年可能升至 68%。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表示，

政府鼓吹民眾消費，比如今年 8 月

分的 20 條刺激汽車等商品消費的

國際金融協會（IIF）最新報

告顯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債務規模

創紀錄，超過 250 萬億美元，全

球債務增速已經超過經濟增長的速

度，而中國整體債務占 GDP（國

內生產總值）高達 306%，也就是

中國整體債務已超過經濟產值的 3
倍，成為中國未來經濟成長的沉重

負擔。

IIF 報告指出，全球債務在更

寬鬆銀根的刺激下不斷膨脹，在

2019 年上半年增加了 7.5 萬億美

元，其中超過 60% 來自兩大經濟

體——美國和中國；目前政府、家

庭及非金融部門企業的借款在全球

【看中國訊】時隔 2 年多，微

軟公司（Microsoft）共同創辦人

比爾．蓋茨（Bill Gates）11 月

15 日超過亞馬遜公司（Amazon）
CEO 傑 夫 · 貝 佐 斯（Jeff 
Bezos），重登全球首富寶座。

根據中央社報導稱，據彭

博億萬富翁指數（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顯 示， 今

年 64 歲的比爾．蓋茨個人資產

淨值 11 月 15 日達到 1100 億

美元，超越貝佐斯的 1087 億

美元。原因包括微軟擊敗亞馬

遜奪得美國國防部雲端運算標

案，激勵股價上揚，拉抬蓋茨

身價。

報導稱，美國國防部在 10
月 25 日意外宣布，將價值 100
億美元的雲端運算合約交給微

軟而非亞馬遜。之後，微軟股

價上漲 4%，亞馬遜股價則下跌

約 2%，造成蓋茨和貝佐斯的財

富此消彼長。

據悉，彭博億萬富翁指數

追蹤全球 500 大富豪的個人財

富淨值，在美國股市每個交易

日收盤後發布更新。

微軟股價自今年以來上漲

48%，令持有 1% 股份的蓋茨

資產淨值大增。蓋茨其他財富

來自出售股票和他的家族辦公

室「級聯」（Cascade）數年來

投資所得。

而對現年 55 歲的貝佐斯來

說，今年 1 月，他與前妻麥肯齊

（MacKenzie Bezos）宣布離婚。

7 月，麥肯齊獲得兩人持有的亞

馬遜股份其中 1/4。
據報導稱，如果蓋茨沒有

投入大筆資金從事慈善事業，

也有可能永遠不會讓出全球首

富的頭銜。自 1994 年以來，

他的「比爾暨梅琳達蓋茨基

金 會 」（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累計已捐出超過

350 億美元。

政策，另外住房貸款是中國家庭債

務中的主體，占比接近 80%。

根據中國央行發布的數據顯

示，2019 年三季度末，個人住房

貸款餘額 29.05 萬億元，同比增長

16.8%，增速與 10 月末持平。

家庭債務特別是住房抵押貸

款的快速增長對於國家經濟可能很

危險。IMF 高級經濟學家尼科 · 瓦
爾克斯經過研究發現，家庭貸款買

房買車可能短期內可以促進經濟和

就業，但是高負債的家庭為了償還

貸款，就要減少支出，這會拖累經

濟，主要體現在金融危機和失業率

等方面。以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

以及 29.05 萬億元的房貸，極可能

導致一場中國版的次貸危機發生，

或導致眾多家庭會破產。摩根大通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日前指

出，中國當前總債務負擔較重，從

結構上看，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占

比過高，且利率水平過高。

中國家庭債臺高築恐瀕臨破產 蓋茨超貝佐斯重登全球首富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國際

金融協會（IIF）最新報告顯示，
中國整體債務占GDP高達306%。
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以及數十萬億

的房貸，或導致眾多家庭破產。

（Adobe Stock）

沒錢了。其原理為：榨菜是低端易

耗品，以前消費人群以農民工占大

多數。一旦某個地區榨菜銷售額增

加，可能意味著人口流入的增加，

或者是人們消費降級。

為甚麼中國人不敢消費了？

一個重要原因是，大家的荷包都被

房子掏空了。中國人一直有存款的

習慣，但現在的中國家庭，大部

分是「負翁」。統計顯示，居民

槓桿率從 2008 年時的 18%，攀升

到 2018 年一季度的 50%。短短十

年，翻了兩倍。

2015 年，居民新增貸款占當

年全部貸款的 33%，2016 年，這

個數字是 50.04%。 2017 年，該比

例再提高到 52.7%。而這些貸款，

70% 以上都是中長期的房貸。另

外，還有大量通過消費貸、現金

貸等方式違規流入樓市的貸款。但

居民收入的增速卻遠遠沒有跟上

房價。 2006 年，負債收入比只有

18.5%，2018年已經高達 77.1%。

據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有 5.6
億人的銀行存款為零；90 後（上

世紀 90 年代出生的群體）負債額

是月工資的 18.5 倍，人均負債 12
萬。按人口比例來算，中國 90 後

有 1.75 億人，即便算他們全部是

負債，那還有 3.85 億其他年齡段

的人口是零存款的。

表面看居民收入確實有所增

加，但增加的收入跑不贏房價，追

不上物價，再加上教育、醫療、養

老方面的鉅額支出，令人幾乎感覺

不到收入變化帶來的財富盈餘。統

計數據顯示，百姓實際收入落後與

經濟增長，說明經濟發展創造的財

富，並沒有被到居民的手中。 

中國經濟
7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