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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中國進入滯脹期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2019 年 11 月分，CPI（居民消費

價格指數）同比上漲 4.5%。其中，

城市上漲 4.2%，農村上漲 5.5%；

食品價格上漲 19.1%，非食品價

格上漲 1.0%；消費品價格上漲

6.5%，服務價格上漲 1.2%。CPI 
在1～11月比去年同期上漲2.8%。

在所有食品中，畜肉類價格

上漲 74.5%，其中，豬肉價格上

漲 110.2%，影響CPI上漲約 2.64
個百分點；蛋類價格上漲 10.1%；

鮮菜價格上漲 3.9%；水產品價格

上漲 2.4%；糧食價格上漲 0.7%；

鮮果價格下降 6.8%。

豬肉價格同比翻番，繼續推

高居 CPI 漲幅並創近八年新高。

預計未來幾月，在豬肉供給短缺

因素未完全解決的情況下，中國

通貨膨脹還將高位運行。

其他七大類價格同比表現六漲

一降。其中，其他用品和服務、醫

療保健、教育文化和娛樂價格，分

別上漲 4.5%、2.0% 和 1.7%；衣

著、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務價格，

分別上漲 1.1%、0.4% 和 0.4%；

交通和通信價格下降 2.8%。

在經濟學上，CPI 是反映與居

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統計

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以百分比變

化為表達形式。它是衡量通貨膨

脹的主要指標之一， 一般定義超過

3% 為通貨膨脹，超過 5% 就是比

較嚴重的通貨膨脹。CPI 往往是市

場經濟活動與政府貨幣政策的一個

重要參考指標。CPI 穩定、就業充

分及 GDP 增長往往是最重要的社

會經濟目標。

有分析人士指出，仍需警惕

豬肉漲價向其他商品傳導，貨幣政

策寬鬆空間一定程度上受抑制。豬

價上漲，除帶動食品漲價外，還可

能推升生活成本，加大生產和服務

價格上漲壓力，導致通脹形勢的不

確定性上升。成本推升的通脹中樞

抬升後較難回落，使得通脹在高位

停留時間可能較長。中性情景下，

CPI 未來兩個月繼續抬升，明年 1
月出現跳升，升破 5% 的概率較

大，甚至不排除升破 6% 的可能；

明年 2 月 CPI 可能逐步回落，但仍

要在 4% 附近停留兩個季度左右。

據自由亞洲電臺 12 月 10 日

報導，中國金融學者賀江兵接受

採訪時說，11 月分的 CPI 按年上

升至 4.5%，表明停滯性通貨膨脹

（滯漲）已經來臨：「滯漲已經正

式到來，就是經濟停滯，通貨膨脹

率同時發生，4.5% 絕對是通脹。

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主要

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經濟下滑

主要是稅收等各種亂收費，導致民

企出現問題。民企沒有國家補貼，

又要承擔就業壓力 80% 以上。」

賀江兵分析，當經濟下滑時，

就會出現消費降級，也就是居民會

選擇物美價廉的商品，導致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下滑。不過，目前中

國的物價不降反升，一個重要原因

是豬肉價格上升所造成。賀江兵

說：「物價上漲還有一個原因，就

是運輸成本太高，過路費收得太

高，它反應在產品上就是價格上

漲；第三、通脹問題在短期內，還

是難以解決。主要是基礎的農產品

價格，包括食品價格漲得比較高。」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經濟數據，11月分 CPI上漲4.5%。（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12月
10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經濟數
據，11月 CPI上漲4.5%，其中豬
肉價格漲110.2%。中國經濟下滑，
中美貿易戰前景不明，學者指中國

已進入停滯性通貨膨脹時期。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儘管全球電子支付和在線轉帳

的金額有所增加，但現金鈔

票依然是消費者主要的支付

方式。然而，全球最大的印

鈔商——英國德拉魯（De La 
Rue）公司，卻因財務狀況不

佳，瀕臨破產的困境。

據美國NBCNews報導，

自從 1860 年開始為英國中央

銀行——英格蘭銀行印刷鈔票

以來，德拉魯公司已經為 140 
個國家地區印刷當地的鈔票。

據投資分析公司愛迪生集團的

數據顯示，作為全球最大的商

業印刷公司，德拉魯還為 40
個國家地區印製護照，並設計

了 36% 目前全球流通的鈔票

圖案。

然而，德拉魯所公布的

2019 年至 2020 年半年度的

財務報告顯示，該公司經營狀

況不佳，僅在過去一週內市值

就蒸發了了 20%。對此，英

國投資公司 A.J.Bell 的投資總

監莫爾德（Russ Mould）說：

「不可否認，De La Rue 財務

狀況看起來非常不穩定。」

即使簽訂了一些重要合

同，德拉魯在過去一年中遭遇

了 2 次公司業務重大挫折，

導致該公司的前景受到質疑。

2018 年，德拉魯失去了印製

脫歐之後英國新版藍色護照的

合同。

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的

話，德拉魯在 2020 年破產倒

閉，那麼將意味著該公司結束

其長達 200 多年的歷史，也將

迫使 140 個國家地區政府尋找

其他商業印刷公司印刷鈔票。

世界上最大印鈔
公司瀕臨破產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農業農村部發布消息，秋行軍

蟲今年入侵中國並定殖，2020 年

進入爆發階段。中美貿易戰尚未解

決，這些都暴露中國糧食危機更近

一步。

2019 年 1 月，中國雲南首次

發現秋行軍蟲入侵，5 月開始快速

傳播蔓延。

12 月 9 日，中國農業農村部

網站發布「推進重大植物疫情阻截

防控暨啟動南繁基地產地檢疫聯

合巡查」的會議信息。會議強調，

2020 年要努力確保新發疫情不造

成大面積蔓延危害，確保老疫情不

大面積暴發成災。

據《新京報》報導，中國農業

農村部表示，秋行軍蟲今年入侵中

國並定殖，明年進入爆發階段，預

計明年北遷進入江淮、黃淮地區的

中國汽車銷售     
連續第17個月下滑

【看中國訊】根據法廣（RFI）
報導，中國汽車銷售 11 月分下

降 3.6%，為連續第 17 個月下

滑。作為世界第一大汽車市場，

中國汽車銷售的低迷，同樣觸及

新能源汽車，11 月分新能源汽

車銷售下降 43.7%。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12 月 10
日發布的數據，中國 11 月分汽

車共計銷售 245 萬輛，同比下

降 3.6%。而這一數值已經是中

國汽車市場自今年年初全面回落

以來的最好表現。 10 月分，中

國汽車銷量共計 228 萬輛，同比

下降了 4%。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在其聲明中承認：「汽車銷售市

場的總體復甦緩慢。」

沙特阿美掛牌首日漲停 
市值飆至1.88兆美元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

報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於 12
月 11 日正式在沙特證券交易所

掛牌上市，一開盤股價即上漲

至 35.2 利雅爾，較發行價飆升

10%，也讓該公司估值衝高至

1.88 兆美元。

沙特阿美先前宣布，將完

成全球規模最大的首次公開募

股（IPO），融資額高達 256 億

美元，打破 2014 年阿里巴巴上

市時，創下的 250 億美元 IPO
紀錄，成為全球最有價值公

司，超越微軟和蘋果公司。

不過美國 CNBC 報導，儘

管衝破 1.88 兆美元，目前的市

值仍低於該公司的預期目標。

時間更早，防控形勢更加嚴峻。雲

南、廣西、廣東、海南等週年繁殖

區，要控制當地危害，壓低北遷蟲

源基數，減輕北方防控壓力。

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

究所農業昆蟲研究室主任王振營向

《新京報》透露，2020 年秋行軍蟲

發生情況可能要比2019年更複雜。

他解釋稱，2020 年境外蟲源

的持續遷入和本地蟲源的生長，導

致種群數量遠遠超過 2019 年北遷

蟲源。此外，2020 年春季向長江

流域遷飛的時間，會比 2019 年提

前 1 個月左右，因此，蔓延到黃淮

海地區、東北地區遷飛的時間也會

提早，此時正是黃淮海的夏玉米苗

期、北方春玉米的新葉期，造成的

危害預計會比 2019 年更大。

王振營說，今年秋行軍蟲主

要發生在西南山地玉米區，其中

雲南有 930 萬畝，占全國見蟲面

積的 60%；廣西約 200 萬畝，占

12%；四川 110 多萬畝，占 7%。

資料顯示，秋行軍蟲對於各種

農作物而言，都會造成重大災難，

在中國會對稻米、大豆與玉米等重

要農作物，帶來嚴重的影響。目前

尚未發現大規模撲殺這種害蟲的方

法，所以一旦遭入侵，幾乎無法根

治，對糧食危機日益加重的中國而

言，無疑雪上加霜。

中國官方確定2020年蟲害爆發 財經簡訊

（Getty Images）

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經合

組織將明年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測

下調至 2.9%，世貿組織也下調了

全球貨物貿易量的增速預測。

中國商務部官員的表態也和

中國外貿情況有關，中國 11 月出

口連續第四個月同比增速為負，

並沒有如市場預期回歸正值，其

中對美國出口降幅也進一步擴大。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 12 月 8 日

公布的數據顯示，11 月出口金額

2217.4 億美元，同比下降 1.1%。

從國別和地區來看，除了 11 月單

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任鴻斌 12
月 9 日表示，希望中美雙方本著平

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則，推進

談判和磋商，照顧到彼此的核心關

切，盡快取得各方都滿意的結果；

中國還會適時更進一步降低關稅和

制度性成本，激發和釋放進口潛力。

任鴻斌是在國新辦關於推進

貿易高質量發展專題發布會上做

出上述表述的。中國商務部外貿

司司長李興乾在同一場合表示，

明年中國外貿會有相應的變化，

從國際市場看，需求增長乏力，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去年以來，中國 P2P 網貸平臺

風險不斷爆發，由此產生了大量

投資失敗的金融難民。目前，

中國多地以省級為單位全面封殺

P2P 網貸，但是官員利用職務之

便，在清理 P2P 網貸案件上先

抽身而出。

根據不完全統計，山東、

湖南、四川等多個省級政府發

文，轄內 P2P 網貸行業至今仍

未有一家平臺完全合規，通過

驗收，未來將對全省範圍內未

通過驗收的 P2P 網貸業務，全

部予以取締。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12
月 10 日發布公告稱， 整理出 17
項在金融領域常見的特色賄賂

「名貴特產」和賄賂資源。這些

有形的賄賂品，包括：高級信用

卡、紀念幣、金融機構宣傳品、

授課費、薪酬獎勵、信託、理財

和保險產品等；無形的資源則包

括：金融監管或經營服務相關的

審批權決定權、可獲利的內部信

息和機會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公告

首次提到，金融官員除了收受賄

賂，還利用職務之便，在清理

P2P 網貸方面、非法集資案件查

辦中，領用特權，挽回損失，讓

和自己有利益關聯方先抽身而出。

據財新網報導，近兩年持續

的 P2P 和私募基金爆雷潮中，

不少受害投資者都反映過類似情

況。例如：2019 年 5 月，有投

資者稱，金誠集團 2018 年被中

國證監會查處、出現兌付逾期

後，有當地政府公職人員在金誠

集團被因涉嫌集資詐騙罪立案

前，提前拿回了投資。

報導認為，人數眾多、範

圍甚廣的非法集資案受害投資者

中，確實有檢察院幹部等相關領

域的公職人員或其家屬，中間可

能存在潛在利益衝突問題。

月對美國出口降幅擴大外，對歐

盟出口增速轉負（-3.8%）。

這表明在中美貿易戰並沒有

實質性緩和、全球經濟也不景氣

的情況下，中國出口很難有實質

好轉。中國的進出口增速今年以

來，一直在低位徘徊，目前距離

美國原定 12 月 15 日對中國新一

批商品加徵關稅的計畫僅剩一個

星期，兩國的貿易談判還在進行。

另一方面，11 月中國對東盟

出口同比增速高達雙位數，路透

社的報導說，這也可能反映了中

國在一定程度上的規避美國關稅

的轉口貿易行為。

據分析人士認為，最關鍵還

是看中美貿易談判進展，倘若中

美能達成協議，中國購買大量美

國農產品，以及其他產品，那麼

中國明年進口可望實現正增長，

否則內需恐怕獨木難支，進口增

速還將在負值徘徊。 

北京盼與美簽協議的背後隱情 P2P網貸被封殺 官員先跑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12月
9日，中國商務部官員表示，希望
能盡快同美國達成貿易協議，中方

還會進一步降低關稅。中國經濟不

斷下行，出口增速連續四個月同比

為負，12月15日的關鍵日期臨近，
這都是讓北京態度軟化的因素。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