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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年關再提過緊日子

據中國商務部網站發布的新聞

稿，商務部長鍾山於 2019 年 12 月

29 日在全國商務工作會議上做工

作報告時提出：「今年運作整體表

現平穩，展望明年將會勤儉節約，

堅持過『緊日子』，要加強資金管

理，提高使用效率『把錢用在刀刃

上』。」中國商務部市場運行司副

司長王斌表示，預計 2019 年中國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達到人民

幣 41.1 萬億元人民幣，比 2018
年成長 8%。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

獻率超過 60%，將連續 6 年成為

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

而中國財政部日前閉幕的全

國財政工作會議上也提出，2020
年度還要過緊日子，「要大力壓縮

一般性支出，不必要的項目支出

要堅決取消，新增項目要從嚴控

制，進一步明確財政支出的優先

方向」。

此前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在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

會議上做了〈國務院關於減稅降費

工作情況的報告〉。報告提出，在

落實中央政府明確的壓減一般性

支出 5% 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

壓減力度，力爭達到 10% 以上。

報告同時也提出，要在基層做好

三保工作，即保工資、保運轉和

保基本民生。

劉昆表示，減稅、降費政策

緩衝了貿易戰壓力，但也會造成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出現較大短收。

劉昆說：「全國一般公共預算

收入增長 3.8%，其中稅收收入僅

增長 0.4%。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

壓力較大，完成全年收入預算面

臨困難。此外，一些省分社會保

險基金收支平衡壓力也在增大，

當期收支出現赤字。」

劉昆呼籲，牢固樹立「過緊日

子」思想，嚴格壓減一般性支出。

另外劉昆坦承，減稅降費的政

策實施過程存在問題，一些企業不

但減負不明顯，還出現增稅情況。

傳導機制不暢，處在產業鏈「夾心

層」的企業享受政策紅利有限。

除此以外，涉企亂收費、亂罰

款、亂攤派問題也未能停止。一些

企業反映，行業協會、紅頂中介亂

收費問題仍然存在。在財政收入減

收較大的情況下，個別地方非稅收

入特別是罰沒收入增加較多。

北京當局將財政減收的主要

原因歸結為「減稅降費力度超出預

期」。但眾多財經分析人士認為，

地方政府財政困難主要原因：首先

是經濟增長下滑、大量企業倒閉、

產業鏈外移，因此造成稅收減少。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

院副院長董希淼認為，只有企業和

實體經濟發展好，稅基才會隨之擴

大。稅率雖然降低一點，但是稅收

還是會增加，只有讓更多企業發展

好，財政收入才會真正增加。

據《日經新聞》報導，一份針

對全球經濟學家進行的調查顯示，

2020 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平均值

為 5.9%，比作為 2019 年預期的

6.2% 相比進一步減速，這也是中

國 GDP 增長率自 1990 年以來首次

跌破 6%。報導稱，中國 2020 年

的GDP增長率預期區間為 5.6%～

6.1%，在 26 名經濟學家中，有 19
人的預期低於 6% 左右。

2019年歲末，北京再次提及過「緊日子」。（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一

年之前，北京當局提出要過「緊

日子」的說法，之後經濟下滑、

財政收入大幅下降。在2019年歲
末的時候，中國官方再次提及過

「緊日子」。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

報導】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Peter Navarro）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

訪問時表示，川普今年推動

的兩大貿易協議和《國防授權

法》，在 2020 年將為美國帶

來「繁榮的一年」。

納瓦羅說：「對於美國經

濟而言，2020 年將是繁榮的

一年。」

「我認為經濟增長將接近

3%，而不是 2%；道瓊斯指

數將可超過 30000 點。……

對於美國來說，2020 年將是

偉大的一年。」

近日通過的《國防授權

法》和撥款法案確實為美國的

經濟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納瓦羅說：「擁有強大的消費

者，貿易協議又推動了強大

的出口，再加上強大的政府

帶動經濟發展，這是為美好

的 2020 年而設的。未來的日

子將處於高薪、低失業率時

代，值得美國人去慶祝。」

2019 年年底的漲勢將

美國三大主要基準指數推

向新高。德意志銀行證券

（Deutsche Bank Securities）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斯 洛 克

（Torsten Slok）向美國市場

觀察網（Market Watch）表

示，目前的經濟增長「可能會

持續很多年」，從而為 2020
年的市場奠定牛市基礎。

他表示：「這種擴張可以

持續很多年的原因是，我們幾

乎不會在 2020 年遭受衝擊，

因為經濟幾乎沒有失衡。」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近日突

破 9000 點，創下歷來新高。

納瓦羅預測道指
2020年破3萬點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

中國樓市瘋狂，都說是炒房炒的。

眼下，房子是想炒也難了，但與房

子有關的東西，還是可以炒的，比

如水泥。近期，水泥市場價格猶如

發了酵般瘋漲，不但價格高企，還

千金難求，拉一車水泥需要排上 8
個小時的隊。真的是炒作，使曾經

產能嚴重過剩的水泥陷入搶購的瘋

狂嗎？

水泥，是建築業的重要原料。

最近，不知何處刮起的「妖風」，

水泥市場突然出現了非常誇張的需

求暴增，彷彿一夜間水泥就成了洛

陽紙，價高且難求。

財經網報導說，華北、華東和

華南等多地的水泥市場普遍價格上

揚，其中個別地區甚至出現一個月

內漲 200 元 / 噸的巨大漲幅，有的

甚至一個月就提價兩次。

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 
蟬聯2019年全球首富

【看中國訊】據彭博社 2019
年 12 月 31 日發布的億萬富翁

指數，儘管 2019 年夏天離婚被

分走了 380 億美元的財產，亞馬

遜創辦人、首席執行官貝佐斯依

然蟬聯 2019 年度全球首富。

在 2019 年全球 10 大億萬

富翁中，貝佐斯是唯一淨資產減

少的人。排名第二的微軟創辦人

比爾 · 蓋茨個人資產增加了 227
億美元，達到了 1130 億美元。

法國頂級奢侈品公司酩悅軒尼詩

路易威登集團董事長阿爾諾，身

家增加了 370 億美元，資產達

1060 億美元，排名第三；巴菲

特以 890 億美元排名第五，資產

增加了 52 億美元。

2019年美股大豐收 
標普創6年來最大漲幅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

報導，美國與中國貿易樂觀情緒

重燃漲勢，2019 年 12 月 31 日

美國股市小幅上漲，2019 年為

美股豐收年，標普 500 指數和

納斯達克指數創下 2013 年以來

最大漲幅，道瓊工業指數則創下

2017 年以來最大漲幅。

2019 年美股強勁成長。數

據顯示，標普 500 指數年漲幅

達 28.9%，納斯達克指數年漲

幅達 35.2%，道瓊工業指數年

漲幅達 22.3%。美股過去 10 年

的回報豐厚，期間道瓊工業指

數升 173.67%，標普 500 指數

漲 189.72%，納斯達克指數上

漲 295.42%。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2019 年 1 至 11 月分，中國累計

水泥產量 21.3 億噸，同比增長

6.1%。 11 月分，中國單月水泥產

量 2.2 億噸，同比增長 8.3%。但仍

然無法滿足市場巨大的需求。

報導說，一家單日產能達 1 萬

4000 噸的水泥廠，依然滿足不了

客戶每天超過 2 萬噸的需求，工廠

門口排隊的車輛需要等候超過 8 小

時，才能提到一車水泥。

在中國，水泥幾年前就已經出

現產能過剩，供大於求，為何突然

間就開始價格暴漲還一袋難求？很

多人認為，這是宣稱「房住不炒」

之後與房子有關的新一輪炒作。因

為建築成本高了，房價也就跟著繼

續水漲船高。不過也有人認為，水

泥陷入瘋狂除了有炒作的嫌疑，還

有更深層的原因。

有中國網友表示，這與豬肉

價格暴漲玩的是一個套路。以環

保為由，禁止散戶養豬，造成市

場供應量減少，再將豬肉價格飛

漲的原因全部甩給豬瘟。水泥也

是一樣，管理部門以環保為由，

關閉了一大批鋼鐵、水泥等中小

企業，使市場上水泥供應量急劇

減少，造成水泥價格上揚。而各

種禁令的真實目的，就是扼殺中

小企業，減少競爭形成壟斷。

「瘋狂的水泥」背後恐不僅是炒作 財經簡訊

（Adobe stock）

民眾在網絡評論認為，這是華為

要裁員的前奏。

美國政府在把華為列入「實體

清單」之前，針對華為的調查已

經於 2011 年至 2015 年間進行，

美國檢方蒐集華為涉嫌違反美國

對伊朗制裁令的相關信息。

此前，美國檢方指控稱，華

為「串謀欺騙」匯豐控股有限公司

和其他銀行，謊報其與一家在伊

朗運營的公司的關係。檢察官聲

稱，華為將這些銀行置於受到懲

罰的風險之中，因為華為處理違

反美國制裁令的交易。

徐直軍歲末發布新年致辭時公

布了相關數據，2019 年，預計全

年實現銷售收入超過 8500 億人民

幣，同比增長 18% 左右，沒有達

到年初預期。

徐直軍強調：「2020 年將是

華為艱難的一年，我們繼續處於

『實體清單』下，沒有了 2019 年

上半年的快速增長與下半年的市

場慣性……生存下來是我們的第

一優先。」

針對徐直軍所說的「鼓勵優

秀員工英勇無畏地奔向一線，將

軍在前線，不在辦公室」，中國

【看中國訊】《華爾街日報》

報導，2020 年中國主要危機將

從貿易戰轉為債務風暴。

獨立經濟學家估算，中國

地方政府債務累積已逾 6 兆美

元，未來兩年有近 3 兆人民幣

債券到期，包括銀行貸款與隱

藏性債務，中國地方政府已深

陷債務風暴。

《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

2019 年中國民企的債券違約嚇

壞外國投資人，但因民企僅占公

司債券市場的 10%，並沒有對中

國債市造成嚴重傷害；但 2020
年情況或將改變，到 2019 年 10
月止的一年間，國營工業企業資

產報酬率僅 3.7%，創 2016 年以

來最低，且遠低於約 6% 的銀行

平均貸款利率，顯示國企償債困

難重重。

數十年來中國地方政府透

過大舉舉債興建基礎設施，推

升國家經濟成長；但稅收及舉

債建設的道路與其他基建收益

不足以還債，而地方政府長期

依賴的售地籌款，也因經濟降

速而趨於疲軟。

儘管地方政府要求銀行展

延舊債期限，但小型銀行也有

自身融資問題，加上北京致力

控制整體債務、限制非正式放

貸，已造成地方政府越來越難

透過風險較高的貸款管道來籌

錢；近年地方政府拖欠公僕薪

水，及延遲支付私募產品報酬

給投資人的事件頻傳。

分析師預料，地方政府延遲

付款事件將越來越多；榮鼎集團

針對兩百多個中國城市進行分析

發現，當中 20 個城市的債務數

倍於其歲收，平均而言這些城市

面臨的利息支出接近每年從銀行

借款的一半，雖然許多城市有地

方融資平臺，但其投資現金流出

超過融資流入。（轉載自《自由

時報》，有刪節）

美國財政部的指定制裁名單

（SDN）仍給華為留有位置，如果

華為被列入了 SDN 名單，將是該

名單中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公司

之一。該名單中包括全球第二大

鋁業公司俄羅斯鋁業（Rusal）、
俄羅斯商人、伊朗政治人物和委

內瑞拉毒販等。

對於被列入 SDN 名單的實體

或個人，美國公司或公民均不得

與其展開貿易或進行金融交易，

這些實體或個人在美國的資產也

會被凍結。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ASPI）國際網絡政策中心日前

發布中國科技產業全球擴張的數

據報告，顯示除了人們熟知的海

康威視和大華技術公司以外，在

人工智慧和監控領域擁有科技領

先地位的北京位元組跳動和華為

等公司，也把開發的重點放在為

政府提供監控服務上。

華為：2020年生存是第一要務 兩年13兆 中國陷債務風暴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中國

華為公司輪值董事長徐直軍表示，

2020年將是艱難的，生存是第一
優先要考慮的。在中美貿易戰將持

續的情況下，華為2020年的處境
也會更難。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