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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仍面臨難關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1 月

13 日抵達美國，按照約定在美國

總統川普見證下，兩國於 1 月 15
日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 1 月

14 日收盤續升，並創五個半月新

高，盤中一度升破 6.87 元觸及逾

半年高位；中間價亦勁升 309 點，

至近五個半月高點。

交易員稱，美國取消對中國匯

率操縱國標籤，進一步提振市場人

氣，不過午後獲利盤離場人民幣升

幅收窄，隨著貿易協議細節不斷公

布，人民幣升勢預料將放緩。

因為在貿易協議中，美國可能

要求中國購買大量商品。據消息人

士透露，中國承諾未來兩年增加購

買近 800 億美元美國產品，並再購

買逾 500 億美元能源商品。這將對

結售匯形成新的壓力，人民幣連續

升值的動力可能不足。

據路透社 1 月 14 日報導，一

外資行交易員稱：「前面漲得太快

了，超買的比較嚴重，後面馬上簽

協議了，有止盈離場也很正常。」

另一中資行交易員表示，人

民幣技術目標位在 6.87 附近，空

頭平倉或出來買美元的比較多。

「從國際收支的角度看，很難

看好人民幣。」 德商銀行駐新加坡

經濟學家周浩最新報告稱，中美第

一階段協議透露的情況看，中國可

能會購買更多的美國產品，這意味

著中國的貿易順差將收窄，這可能

導致人民幣貶值，近期人民幣反彈

的持續性令人懷疑。

花旗銀行報告則認為，第一

階段協議，以及接下來的第二階

段協議談判，可能會引發人民幣

新一輪升值預期，並將吸引更多

資金流入。

不過中美之間在結構性問題

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而經濟增

長穩定的持續性還有待觀察，對

人民幣整體保持謹慎。

另外，人民幣匯率的升勢也

受美國財政部報告的影響。

美國財政部 1 月 13 日公布了

半年度匯率政策報告，取消對中

國「匯率操縱國」的認定。

報告稱，作為美中第一階段

貿易協議的一部分，中國已做出

「可執行的承諾，避免競爭性貶

值」，並同意公布匯率和外部收

支的相關數據。

報告指出，人民幣在 9 月初貶

值至 1 美元兌 7.18 元人民幣後，

在 10 月升值，目前匯率約為 1 美

元兌 6.93 元人民幣。

報告稱：「在這種情況下，財

政部已決定，目前不應再將中國

列為匯率操縱國。」

美國不再將中國列為匯率操

縱國，但還是將中國留在觀察名單

上，美國財政部需要關注 9 個國

家，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德國、

愛爾蘭、日本、馬來西亞、新加

坡、瑞士和越南。福克斯電視臺 1
月 13 日援引中方知情人稱，中國

希望在簽署貿易協議前被從貨幣操

縱國清單中移除。

近兩年來，世界上最大兩個經

濟體一直在互相加徵關稅。川普總

統尤其不滿美國對中國的巨額貿易

逆差，稱北京利用人民幣貶值來刺

激出口，彌補關稅的損失。

分析師認為，人民幣仍將走貶。（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1月
15日，中美雙方按照此前約定在美
國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雖然美

國財政部將取消對中國「匯率操縱

國」的認定，但是分析師認為，人

民幣仍將走貶。

【看中國訊】白宮貿易顧

問納瓦羅指出，根據美中第一

階段貿易協議，若美國判定北

京毀諾，可快速對中國加徵關

稅。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則提

醒硅谷科技公司，不要助長北

京「奧威爾式」監控之國的力

量，不要為追求繁榮犧牲美國

原則，「確保我們的企業不從

事強化敵人軍力或鞏固其高壓

控制的生意」。

據《自由時報》報導，納

瓦羅 1 月 13 日接受美國國家

公共電臺採訪時表示，若美國

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接獲申訴

案件，他將在 90 天內做出裁

定，若認為該案有失當之處，

「我們有權實施符合比例的回

應，而北京承諾不會報復」；

相較於世界貿易組織（WTO）

訴訟期動輒三年的爭端解決機

制，「這是非常強而有力的執

行機制」。

他強調，該協議「將去除

一大部分中國的七宗死罪」，

項目包括：網絡入侵、盜竊知

識產權、強迫技術轉移、傾

銷、國營企業不公平競爭、匯

率操縱，以及毒品芬太尼輸出

美國。蓬佩奧對硅谷科技業者

演說時也表示，第一階段貿易

協議有助於緩解貿易戰，但他

提醒，中共已經對美國構成獨

特挑戰，特別是對科技產業。

蓬佩奧說，依照中國法

律，中企必須與軍方分享技

術，即使北京保證美企技術只

限於和平用途，但存在巨大風

險。他說：「但捍衛自由與國

家安全不僅是政府的工作，而

且是每個公民的任務。」

納瓦羅︰美國有
快速加稅機制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

2019 年，是網貸平臺的窮途末路。

這一年，清退網貸平臺的速度和當

初成立的時候一樣快。目前，在營

平臺數量從6351家，剩下295家。

外界分析，現存的這些平臺，在

2020 年也不一定能夠順利走下去。

據零壹智庫統計，截至 2019 年 12
月末，中國已有 9 個省市通告取締

轄區內所有網貸機構，後續可能擴

展到更多地區。邁入 2020 年，網

貸行業加速出清，仍將繼續。

根據零壹智庫統計，截至2019
年末，共監測到平臺 6351 家，其

中非正常運營平臺為 6056 家，僅

有 295 家平臺正常運營，存活率僅

為 4.64%。

2015 年一年，P2P 上線平臺

數量達到 2474 家，也是這一年，

出現非正常運營的平臺共有 1460

車市寒冬 歐寶宣布  
擬裁員4100人

【看中國訊】根據彭博社報

導，由於美中貿易戰壓力和全球

經濟放緩，去年全球車市陷入

寒冬。在汽車銷售減緩及面臨技

術革命之際，寶獅雪鐵龍集團

（PSA）旗下的德國汽車製造商

歐寶（Opel）1 月 14 日宣布，

計畫裁員多達 4100 人，加入了

全球汽車製造商的裁員行列。

歐寶的聲明表示，裁員重點

放在位於德國 Ruesselsheim、

Eisenach 和 Kaiserslautern 的工

廠，歐寶將為員工啟動自願離職

計畫，到 2025 年裁減 2100 個

工作職位；公司還與勞工代表達

成協議，在 2029 年之前，將分

2 批再裁員 2000 人。

今、明年美國原油產量 
料將創歷史新高

【看中國訊】根據路透社報

導，美國能源資料協會（EIA）

1 月 14 日表示，預期美國原油

產量在 2020 年和 2021 年都將

創下歷史新高，今年美國原油日

產量估計將增加 106 萬桶，達到

創紀錄的 1330 萬桶，明年美國

原油日產量則估計將增加 41 萬

桶至 1371 萬桶。

EIA 表示，由於德州、新墨

西哥州的二疊紀盆地的頁岩油產

量增加，預期今、明年，美國原

油產量將觸及紀錄新高，而今年

全球石油供應和消費均預期將會

成長，因為美國、巴西和加拿大

等非 OPEC 產油國的供應，將

能蓋過OPEC產量下降的影響。

家。而 2019 年全年運營狀態異常

的平臺數量為 767 家。為何運營狀

態異常的平臺數量僅為 2015 年的

一半，卻大部分的平臺都走向了覆

滅？

業內人士稱，「逃廢債」問

題是 2019 年行業中絕大多數平

臺的難題，在行業環境急劇惡化

之際，借款人的僥倖心理不斷放

大，拖垮了相當數量的平臺。

據統計，2019 年行業全年總

借款金額為 8156 億元（人民幣，

下同），1 月分當月行業總借貸金

額為 914 億元，12 月分該數字僅

為 326 億元，下降 64.33%。在

借貸餘額方面，截至 2019 年末的

行業總借貸餘額為 5617 億元，而

2018 年行業總借貸餘額為 9145
億元，同比下降 38.6%。

不僅借貸數額劇減，借貸人

數與 2018 年相比，也懸殊巨大。

截至 2019 年 12 月分，借款人數

為 84 萬人，而 2018 年同期該數

據為 285 萬人。出借人數也同樣

銳減，截至 2019 年 12 月分有過

出借行為的出借人數為 81 萬人，

2018 年同期該數據為 315 萬人。

網貸行業未來的「出路」在哪

裡？業界分析，預計 2020 年，網

貸平臺的路不會順利，還會有更多

省市加入到取締網貸業務的行列。

大陸網貸平臺難逃被取締的命運 財經簡訊

（Adobe stock）

將按照市場化原則清退。」

相關消息引發外界關注，多

家媒體相繼轉載上述報導，但報

導很快遭到官方的封鎖、刪除。

1 月 13 日，中國銀保監會召

開新聞發布會稱，確實有個別的

中小機構現在風險還比較高，而

且有的風險因為多種原因正在暴

露；對於這類高風險機構，除了

常規手段外，監管層也採取了一

些主動出擊的措施。

中國銀保監會新聞發言人肖

遠企在新聞發布上表示，除了接

隨著中國經濟放緩，金融系統

的風險爆發。2019 年 5 月 24 日，

中國央行與銀保監會發布信息：包

商銀行出現嚴重信用風險，決定自

2019 年 5 月 24 日起，對包商銀行

實行接管，實行接管期限一年。

2019 年 5 月 29 日，上海報

業集團旗下的財聯社發表題為「監

管人士：部分農商行、城商行處

於技術型破產邊緣」的報導。報

導引述金融監管人士的消息稱：

「中國部分農村及城市商業銀行，

因面臨嚴重的信用風險，處於技

術破產的邊緣。這類金融機構恐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北京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

上路的《密碼法》，引起國際間

關注，而美國川普政府擔憂這

是北京「光明正大」地深涉在華

外資企業，特別是以此法規予

取予奪美資公司的敏感數據。

美國國務院副助卿斯特雷

耶（Robert L. Strayer）1 月

10 日表示，川普政府已密切關

注有關法規，並擔憂在中國投

資的美國公司可能丟失敏感數

據的風險。

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這

法規令全世界的電信商大吃一

驚，不知所措，因為北京政府

透過《密碼法》，可以任意索取

第三國（如：歐洲或其他地方）

的網絡數據。」根據相關法規，

所有網絡密碼將由北京政府統一

管理，違者恐負刑事責任，民事

罰款最高可逾 100 萬元人民幣。

此項新法還賦予當局對網絡密碼

的管理權。換言之，「你的秘密

將歸黨管」。

負責網絡和國際通訊與信息

政策的斯特雷耶憂心忡忡的說，

北京今年實施的《密碼法》，令

在中國經營的外國公司帶來無比

壓力和挑戰。因為一旦中方官員

取得在華外資公司的網絡訪問權

後，就可隨心所欲滲透到該公司

在國外的網絡數據。

斯特雷耶進一步說，在這情

況下，外國公司皆束手無策，因

為外資公司無法通過獨立司法機

構或法治機構，阻止北京政府蠻

橫霸道的做法。國際輿論對於北

京行使《密碼法》一片譁然與不

滿，尤其是在中國營運的公司企

業，一旦交出密鑰，等同向北京

打開獲得機密信息的大門。

管包商銀行，對恆豐銀行、錦州

銀行進行風險處置和改革重組

外，監管層還對其他機構採取了

處置不良資產、引進新的戰略投

資者、通過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兼

併重組等方式。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唐新元

認為，銀行重組後再上市的處置方

式，很可能轉嫁金融風險給資本市

場，令投資者買單。

去年中國實施市場化債轉股規

模為 1.4 萬億元，這也是轉嫁金融

風險的一種方式，實際上金融風險

並未消失。

財經觀察人士秦偉平認為，包

商銀行、錦州銀行和恆豐銀行不過

是倒下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隨著

2020 中國經濟的進一步下滑，和

中國內債外債突破 350 萬億的歷史

高點，償債期的到來，越來越多的

企業陷入債務違約而破產，越來越

多的金融機構陷入流動性危機。

中國處置金融風險換湯不換藥 白宮：《密碼法》可使
在華外企丟失敏感數據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近年

來中國金融風險高企，北京不斷發

聲表示，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

風險的底線，銀行的金融風險爆

發，重組後再上市的方式，或轉嫁

風險給資本市場，令投資者買單。

（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