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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將增加老百姓稅負

消費稅是中國重要稅種之一，

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開徵消費

稅。消費稅的徵稅對象主要為菸、

酒、汽油等。數據顯示，1994 年至

2018 年，中國累計徵收國內消費稅

105176 億元（人民幣，下同），其

中 2018 年徵收 10632 億元，占當

期稅收收入的約 6.8%，位列全國

第四大稅源。

12 月 3 日，中國財政部發布

消費稅法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

徵求意見。徵收環節後移、中央與

地方收入劃分等內容，在徵求意見

稿中皆有體現。

關於稅收徵管，徵收的主體未

變，依然是稅務機關，進口消費稅

由海關代徵。但管理的部分變化較

大，徵求意見稿規定，納稅人申報

的計稅價格和數量明顯偏低，且不

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稅務機關、海

關有權核定其計稅價格和數量，增

加了海關作為核定部門。

另外此前的條例顯示，納稅人

涉及生產、委託加工、進口、銷售

等多個環節。後來消費稅徵收環節

增加了批發、零售。本次徵求意見

稿統一表述為在中國境內銷售、委

託加工和進口應稅消費品的單位與

個人，為消費稅的納稅人。

隨著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壓力逐

漸增大，「消費稅增量部分歸屬地

方」是否能為地方財政「解渴」？

據《新京報》報導，北京國家

會計學院教授李旭紅表示，消費

稅原屬於中央稅，根據消費稅改革

的要求將收入增量部分留存地方，

可以補充地方稅源，健全地方稅

系。至於能為地方財政「解多大的

渴」，這主要取決於增量規模所產

生的收入對地方的貢獻程度。

興業證券發表報告認為，整體

來看，消費稅改革將擴大消費稅稅

基，增加整體消費稅金額，增量部

分劃撥地方政府，直接拓展地方政

府收入來源。該報告同時認為，此

次大的消費稅品類改革尚未涉及，

先行試點的三個品類整體貢獻的消

費稅收入規模很小，因此，行業層

面短期影響不大，但隨著後續制度

推進，會將成本轉移給消費者。

另外，增加稅負的同時，中國

民眾面臨失業的壓力也在增加。

據路透社 12 月 3 日報導，美

國總統川普表示，目前中美貿易談

判進展良好；不過他也稱，在貿易

問題上沒有「最終期限」，或許等

到 2020 年 11 月選舉之後更好。

川普總統並稱，只有在他希望的情

況下才會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

研究院發布報告認為，中國經濟成

長趨緩壓力並沒有消失，未來一段

時間，中美貿易戰演變可能嚴重衝

擊中國就業。

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于春海

強調，現有根據各行業銷售利潤率

進行的測算表明，加徵關稅的幅度

如果達到 21 至 24%，對就業的負

面衝擊將會迅速顯露。

他表示，如果關稅進一步提

高，通用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和

器材製造業、橡膠和塑膠製品，及

金屬製品等行業可能會出現較大規

模的失業，廣東、浙江、江蘇和山

東等對美出口行業較為集中的省

分，可能會面臨較大的失業壓力。 

貿易戰致中國民眾失業壓力增大，現在稅負又要增加。（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12月
3日，中國財政部發布消費稅法徵
求意見稿，將生產環節的徵稅後移

到批發零售等環節，以此增加地方

政府收入。貿易戰致中國民眾失業

壓力增大，現在稅負又要增加。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

導】中美貿易談判再次陷入僵

局。對於北京來說，當前還有

一個比貿易戰更為嚴峻的挑

戰，就是糧食安全問題。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

中國國務院發布了一份關於糧

食安全的報告，這是中國 23
年來首次發布有關確保糧食議

題的報告。

據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

（IFPRI）研究員樂伯得（David 
Laborde）表示，氣候變遷帶

來的壓力代表農業需要技術革

新，但貿易戰提高不確定性，

影響相關領域的投資，「食物

價格變高對富國影響少，但對

窮國而言是大問題，可能引發

政治動盪。」

中國從數年前便制訂政

策，確保中國稻米及小麥的自

給率在 95% 至 100% 之間，

此戰略還會延伸到未來30年，

但另一方面，動物飼料卻面臨

嚴峻挑戰，中國的黃豆（大

豆）自給率只有 15%，占中

國糧食進口的 70%。

因此當美中貿易戰爆發，

中國停止進口美國黃豆曾招致

主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前外交官龍永圖反

對，稱中國極需黃豆，封殺

美國黃豆「很不明智」；愛荷

華州立大學（Iowa State）助

理教授 Zhang Wendong 也直

言，貿易戰暴露出了中國對美

國農產品的依賴。同濟大學教

授程國強指出，現在中國的頭

等大事應是糧食安全，並直言

「中國人不會把沒有肉吃的明

天，當做是更美好的未來」。

關稅難題尚未解 
糧食危機又近前

【看中國訊】11 月中旬以來，

中國四大國有銀行高層人事密集

變動，涉及到行長、監事長、副

行長等一大批高管。

最新數據顯示，工農中建四大

銀行資產規模合計為 102.43 萬億

（人民幣，下同），四大行的總市

值合計為 5.65 萬億元。

此番高層密集調動，被視為是

影響 100 萬億，足以震動整個金融

圈的舉動。

據《中國基金報》報導，四大

國有行是 A 股市場資產最多的上

市公司，工行、農行、建行、中

行的總資產分別為 30.43 萬億、

24.87 萬億、24.52 萬億、22.61 萬

億，合計為 102.43 萬億；四大行

的總市值合計為 5.65 萬億元。

根據《21 世紀經濟報道》，江

蘇省副省長、省政府黨組成員王江

谷歌創始人宣布卸任  
公司CEO、總裁職務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

報導，谷歌（Google）母公司

Alphabet 人事震撼彈，該公司

聯合創始人佩奇（Larry Page）
和布林（Sergey Brin）放棄對

Alphabet 管理權，於 12 月 3 日

宣布卸任公司首席執行長、總裁

的職務。而佩奇在 Alphabet 的
首席執行長職務，後續將交由

Google 執行長皮查伊（Sundar 
Pichai）接任。

佩奇和布林發表聲明說，後

續他們將作為主要股東，留在公

司董事會，也會繼續積極參與谷

歌和 Alphabet 的活動。此外，

他們也計畫繼續定期與皮查伊交

流，尤其在感興趣的話題上。

華為5G宣傳名過其實  
專家認為歐洲技術更先進

【看中國訊】根據中央社報

導，中國電信大廠華為一向宣稱

5G技術領先世界，不過德國《法

蘭克福廣訊報》引述專家指出，

歐洲在 5G 的技術不輸華為。華

為在歐洲高調宣傳 5G，將自己

視為 5G 的代言人，在輿論留下

沒有華為就沒有未來的形象，其

實是華為和北京當局多年精心宣

傳的結果，真正在 5G 行動通信

技術領先的是歐洲，不是華為。

鴻鵠律師事務所（Bird & 
Bird）專家諾伯爾（Matthew 
Noble）表示，從對 5G 技術進

步有實質貢獻的角度來看，愛立

信、三星和高通排名前 3，其次

是諾基亞，然後才是華為。

將出任中國銀行行長。因今年 6 月

底原中行行長劉連舸被選舉為董事

長辭去行長職務，這一職務空缺了

近半年。

王江在擔任江蘇省副省長之

前，在建行、交行都曾工作過，長

期任職於建設銀行達 16 年，而後

在交行任職副行長 2 年多後，赴任

江蘇省副省長。

另據《21 世紀經濟報道》，在

農行任職多年的王緯將出任中行副

行長一職。不只是中行，近期四大

行人事變動頻繁。

根據財新網報導稱，11 月 29
日下午，工行宣布，現中國投資有

限責任公司監事長楊國中，出任該

行黨委副書記。在經過監管任職資

格等程序後，楊國中將出任該行監

事長。

今年 11 月 11 日，張青松正

式獲批履職農行行長職務，在赴任

農業銀行之前，張青松為中國進出

口銀行行長。農行於今年 10 月底

董事會聘任張青松為行長。

11 月 22 日晚間，工商銀行發

布公告，工行董事會聘任廖林為副

行長，廖林此前在建行任職長達

30 年。

目前，在中國仍然以銀行業間

接融資為主的金融市場中，四大國

有行是中國金融行業的中流砥柱。

陸四大銀行高層頻調 震動金融圈 財經簡訊

（Getty Images）

的融資緊縮政策。標普 11 月 5 日

的報告指出，中國監管機構正在嚴

密監控房企的融資渠道。張大偉表

示，未來房企市場將會轉型，可能

有近 2000 家的中小房企倒閉、離

開市場。另一個雪上加霜的困境

是，2015 與 2016 年是房企發債

的寬鬆期，房企在 2015 年大量發

債，2019 年會迎來償債小高峰。

克而瑞研究數據稱，房企在

2019 年面臨償債高峰期。今年下

半年，房企到期債券為 1706 億人

據《21 世紀經濟報道》指出，

中國房企的流動性風險頻傳，對很

多房企來說，2019 年都是更加難熬

的一年，已經走到「活不下去」的

絕境，即使是老牌房企。頤和、銀

億、上置集團、粵泰股份，以及三

盛宏業等多家超過 20 年歷史的房

企都在今年爆出財務問題，有的已

經被淘汰，有的正處於崩潰邊緣。

萬科、碧桂園等房企頻頻傳出調整

組織架構、降薪、裁員等消息。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

等專業人士認為，造成房地產日子

難過的原因，是北京當局史無前例

【看中國訊】中國企業的債券

違約潮持續加速，已蔓延至最大

國有控股的校辦企業。北大方正

集團 12 月 2 日首次爆發 20 億

元人民幣債券違約，消息一度引

發市場恐慌，另一家校辦企業及

中國半導體國家隊的清華紫光集

團也被波及，債券價格崩跌。

據《自由時報》報導，方正

12 月 2 日公告，因流動資金緊

張，未能按期足額償付 270 天

期、規模 20 億元人民幣的債券

「19 方正 SCP002」本息。 
方正違約震驚中國債市，

這家北京大學校辦企業總資產

3657 億元人民幣，此次違約使

其成為中國境內公募債市資產規

模最大的違約發行人。方正控股

股東為北京大學全部持股的北大

資產，業務涉及網絡、醫藥和大

宗商品交易等跨領域投資，與清

華大學控股的紫光同樣都具有國

有控股及校企背景。

方正在本筆債券到期前一

週，並未循常規做法發布風險提

示，其資金鏈斷裂、違約消息引

發市場擔憂。彭博數據顯示，

12 月 3 日下午，北大方正集團

2023 年到期、票息 5.35% 的美

元債買價大跌近 45%，至約 27.7
美分的紀錄新低，創上市以來最

大跌幅。

而被北大方正違約事件波及

到的清華紫光集團，2021 年到

期、票息 4.75% 的美元債買價大

跌 20% 至約 70 美分，2023 年

到期、票息 5.375% 的美元債買

價大跌 18% 至剩 63 美分，邁向

歷史新低。

《自由時報》引述澳盛銀行

信貸策略主管賈里摩爾表示，根

據方正案例顯示，市場先前對

中國高收益債發行人可能過於樂

觀，明年還有很多中國高收益美

元債將要到期，預計還會有更多

違約發生。

民幣，到期債券總量也處於高位。

2020 年下半年至 2021 年上

半年，房企的償債壓力還將進一

步增加，到期債券將突破 3000 億

元人民幣。

專家分析，中國房企未來將進

入洗牌時代，中小企業將被兼併收

購，以實現大型企業的擴張。

經濟學家馬光遠表示，中國房

地產將重回 3 個「20%」：未來市場

只有 20% 的開發商能活下來，有

80% 會死掉，中國開發商太多，死

掉 80%，不缺房子；只有 20% 的

城市；只有 20% 的樓盤。

協縱策略管理集團創始人黃

立沖的觀點則更加悲觀，他認為是

回到 3 個「10%」：許多房地產開

發商的開發項目最終會停止，只有

10% 會繼續開發；只有 10% 以下

的房子供求平衡，其他嚴重供過於

求；只有 10% 的樓盤值得買，其

他都會虧錢。  

房地產商未來僅20%能活下來？ 北大方正20億元債券違約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隨

著北京當局實施調控政策，管控企

業融資，今年以來，已有近500家
房地產商破產或面臨破產。有專家

認為，未來市場有80%的開發商會
死掉，只有20%能夠活下來。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