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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貿出口「熄火」

2 月 25 日，中國國務院新聞

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國家

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唐軍稱，

針對大量外貿出口企業的復工、復

產進行加快國際標準與國內標準的

轉換。從官方的表態來看，中國外

貿企業的出口業務已經受阻。有民

眾評論說：「內銷的成本遠遠高於

外銷，關鍵是很多企業外銷是靠出

口退稅掙錢的，內銷哪有甚麼出口

退稅？」也有的人說：「內需總量

不變，出口轉內銷沒有實際意義。」

從目前已知的信息來看，中國

外貿出口已經「熄火」。例如：中

國一些機械加工廠主要接外貿訂

單，為美國、日本、韓國和德國的

工程機械提供液壓件和自動化機械

手。如果往年中國黃曆新年假期後

的正月初八復工，交貨就沒有問

題。現在武漢肺炎疫情之下，加工

廠沒有辦法復工，液壓件供不了，

客戶的液壓箱組裝不了，導致工程

機械沒有辦法整個交付。機械加工

廠老闆表示，國外的客戶等不起，

所以客戶就把訂單轉到了印度或東

南亞了。

尤其有的機械加工廠所做的機

械配件需要相應認證才能進入客戶

的生產線，這就意味著，即使是官

方准許開工，機械加工廠也要面臨

長期零外貿訂單的局面。有的企業

主直言：「訂單轉掉後，國外訂單

很少會再轉回來的。除非有新的東

西要開發，但是一個新品的開發週

期非常長。」

近期，北京當局力促各地盡快

復工。但由於前一段時間封城、封

路的極端化防疫措施，導致很多工

廠缺乏原材料和工人。即使那些已

經恢復運營公司的生產水平也因為

供應鏈中斷、需求不足和勞動力短

缺問題，而不能達到正常的產能。

中國官媒報導稱，外貿企業正

積極復工、復產。

「當前疫情可能導致外貿進出

口短期內出現一定幅度下探，但其

影響是階段性的……」。

但是有外貿企業表示，現在物

流不通暢，導致產品無法從生產基

地運往港口集中出口。另外，物流

費用較疫情前提高，即使出高價，

很多物流公司也不願意接單，導致

交貨時間延遲。日前中國企業聯合

會企業研究處處長劉興國稱，由於

不能按時全面復工，導致外貿企業

無足夠產品用於履行外貿訂單交貨

義務。「因肺炎疫情的爆發，企業

不得不延遲開工，再加上運輸管制

等因素，令外貿企業的運行面臨非

常大的考驗。」

「本以為去年就很難了，沒想

到 2020 的一開年竟更加艱難。」一

位從事傳統出口貿易近 20 年的企

業高層坦言，今年 1 月分是在焦慮

中度過的，既焦慮人身健康安全，

更焦慮企業的生存問題，從原料採

購到工廠復工、物流運輸、租金與

員工薪水、渠道關係等等，環環相

扣，沒有一件事是可以不焦慮的。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疫情可

能會加劇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與

中國的經貿「脫鉤」，促使更多企

業加快將供應鏈轉移到中國以外。

這意味著，中國外貿領域在

貿易戰未止的情況下，更難以應

對武漢肺炎疫情帶來的衝擊。

外貿企業即使復工，訂單也沒有了。（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2
月25日，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
局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要促進出

口轉內銷。這意味著在武漢肺炎疫

情的影響下，外貿企業即使復工，

訂單也沒有了。

【看中國訊】外界關心新

型冠狀病毒（COVID-19）引

發的肺炎疫情，對美國經濟

是否有影響？美聯儲（Fed）
副 主 席 克 拉 里 達（Richard 
Clarida）2 月 25 日表示，正

在密切觀察疫情變化，但現階

段還無法預測對經濟的影響。

據美國財經媒體 CNBC
報導，由於擔心武漢肺炎疫情

將持續減緩中國經濟成長，對

全球供應鏈產生連鎖反應，全

球股市連續 2 天遭遇沉重賣

壓，市場廣泛預期美聯儲可能

通過降息來應對。

但美聯儲副主席克拉里達

2 月 25 日受訪時表示，美聯

儲對於目前的政策感到滿意，

而官員們也持續觀察疫情對經

濟的影響。

克拉里達還說，疫情對經

濟的影響可能波及全球經濟，

不過目前要預測影響的規模、

持續多久、是否導致前景發生

重大變化，都還太早。

不過克拉里達也表示，

如果前景發生變化，美聯儲將

採取行動應對。他重申了美聯

儲官員的立場，考慮更廣的層

面，目前並沒有看到需要降息

的必要，只要目前的經濟數字

與前景一致，保持目前的貨幣

政策將是適當的。

據 中 央 社 報 導， 達 拉

斯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凱普蘭

（Robert Kaplan）2 月 25 日

表示，疫情引發的事件瞬息萬

變，「目前要就疫情與貨幣政

策的關聯性下定論，還嫌太

早」，「還需要幾週的時間才

能判斷需不需要調整利率」。

美聯儲密切觀察
疫情對經濟影響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北京曾經提出高達萬億美元的「一

帶一路」投資計畫，但是自始至終

受到多國質疑。現在，武漢肺炎疫

情的蔓延，也阻隔了北京當局向外

擴張的計畫。

武漢肺炎疫情快速向全球擴

散，目前多個國家為防控疫情，頒

布相關入境管制措施，包括：口

岸、航班、簽證服務等。所有國家

都必須面對挑戰，即在抑制疫情擴

散及經濟的損失之間找到平衡點。

中國外貿企業也表示，物流不

通暢導致產品無法從生產基地運往

港口集中出口。另外，物流費用較

疫情前提高，即使出高價，很多物

流公司也不願意接單，導致交貨時

間延遲。

據路透社報導，許多公司高

管透露，由於旨在輸出過剩產能

2020胡潤全球富豪榜 
貝佐斯連續第三年奪冠

【看中國訊】胡潤研究院 2 月

26 日發布〈2020 胡潤全球富豪

榜〉，全球 10 億美元企業家人

數增加 346 人，達到 2816 人，

創下新高紀錄。亞馬遜執行長貝

佐斯（Jeff Bezos）以身家 9800
億人民幣，拿下該排行榜上的全

球首富。

據《自由時報》報導，這是

胡潤研究院連續第九年發布「全

球富豪榜」，56 歲的貝佐斯連

續第三年奪冠。另外，由於特斯

拉股價翻倍，執行長馬斯克財富

增加 1300 多億人民幣，至 3220
億人民幣，一舉超過中國首富

馬雲，馬雲以身家 3150 億人民

幣，排名全球第 21。

英連鎖超市龍頭特易購
正式退出中國市場

【看中國訊】根據《自由時

報》報導，英國連鎖超市龍頭特

易購（TESCO）宣布，公司以

2.75 億英鎊，將其在中國合資公

司的股權出售給其合資夥伴。

特易購近年來積極撤資，目

前已經退出日本及美國市場，其

韓國業務也已出售，早前還傳出

特易購計畫拋售其在馬來西亞及

泰國業務。

特易購已將其中國合資公

司的 20% 股權，以 2.75 億英鎊

出售給其中國合作夥伴華潤集團

（CRH），該筆交易預計在 2 月

28 日完成。這也意味著，待交

易完成後，特易購將完全退出中

國市場。

的「一帶一路」項目的許多設備和

機械來自中國的製造商，而中國大

批工廠因武漢肺炎疫情停工或只部

分開工，造成工業生產和供應鏈中

斷，進一步延遲了許多項目的進

展。同時，旅行限制也讓許多回家

過年的中國工人，無法返回在海外

的項目。

中鐵國際集團（CRIG）在印

尼雅萬高鐵項目 100 多名中國工程

技術和管理人員，在中國黃曆新年

後因公司規定不得返崗，因此一些

核心工程無法繼續，只能做一些次

要的工作。該高鐵項目已經經歷了

延誤和爭議，武漢肺炎疫情更是導

致該項目雪上加霜。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戰略

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重新連

結亞洲」項目主任喬納森‧希爾

曼（Jonathan Hillman）說，許多

「一帶一路」項目在病毒爆發前就

已經放慢了速度。在某些情況下，

該病毒的爆發為中共政府官員提供

了藉口：那些表現不佳的項目是由

於他們無法控制的因素造成。

「一帶一路」計畫投資超萬億

美元，在 2018 年，印尼、馬來西

亞、斯里蘭卡及其他國家的官員，

就已批評本地的「一帶一路」項目

造價高昂且沒有必要。

投資萬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受阻 財經簡訊

（Adobe Stock）

府專項債券發行規模，並調整存款

準備金率的制度。

《上海證券報》引述分析稱，

中國央行在 2 月底實施定向降準考

核的可能性較大，並預計此次降準

或釋放 4500 億～ 5500 億元的長

期資金。

雖然為銀行體系和市場提供大

量流動性，但中國央行不是調降基

準利率，而是採用了下調 LPR（貸

款市場報價利率）的方式，壓低實

際貸款利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雖然過去幾週，中國央行持續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北京當局

下令各地封城、停工，諸多企業面

臨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中國央行表示會提供 3000 億

元（人民幣，下同）專項貸款，

向市場釋放流動性，向企業發放再

貸款。

為了進一步釋放銀行體系的流

動性，2 月 22 日，中國央行的副

行長劉國強表示，將進行定向降準

的措施。

2 月 24 日，中國財政部和央

行的官員再次表示，要擴大地方政

【看中國訊】白宮首席經濟

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

2 月 25 日表示，美國目前經濟

狀況良好，行政當局控制住了

武漢肺炎疫情。他敦促大家「不

要驚慌」。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股

市近期因疫情在全球擴散而下

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說，包括美國在內，今

後可能會發現更多病例，而人傳

人現象可能會繼續發生。

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

在白宮說：「我個人的觀點是不

要驚慌。我是個老人，經歷了很

多，見過事情來了又去。」

他說：「我們的經濟狀況良

好。這個病毒不會持久的。我們

已經控制住了它。如果是長線投

資者，我不是說明天或今年，長

線投資者應該好好看看他們是否

想在股市加倉。」

庫德洛 25 日在接受 CNBC

採訪時，也表示：「我們已經控

制住了新冠疫情。我不會說滴水

不漏，但這些措施已經非常接近

滴水不漏了。美國做得很好。」

他還說，雖然這次疫情是一

場「人類悲劇」，但在他看來，

可能不會成為一場「經濟悲劇」。

川普總統也在新德里的一

場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美國的

新冠疫情已經「得到了控制」。

截至 2 月 25 日，美國有 57
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其中

有 43 例為撤僑人員。

庫德洛在白宮說，美國公共

衛生官員所做的是未雨綢繆，應

對疫情嚴重加劇的假設情景。他

表示：「我相信美國擁有世界上

最好的公共衛生系統，最好的。

我們的專家非常努力，他們正在

為所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和緊急情

況做準備。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情

況會出現，但我們走在了疫情的

前面。」

發出刺激措施，增加流動性，降低

借貸成本，但疫情持續，導致企業

經營前景難以明朗，企業違約風險

增加，同時也加劇了銀行系統的金

融風險。

2020 年 1 月，中國銀行業的

新增人民幣貸款額為 3.3 萬億元，

創歷史新高。截止 1 月底，人民幣

貸款餘額 156.45 萬億元，同比增

長 12.1%。

近日，國際評級公司惠譽評估

了 166 家中國企業，預計在 2020
年 2 月至 6 月的 5 個月內，這些

企業將面臨 5830 億元的到期債

務，並指出其中 10 家（6%）的企

業具有中度至高度的違約風險。評

級機構標準普爾預計，肺炎疫情導

致工業及商業活動中斷，企業和個

人都將面臨還債困難，若疫情持續

到 4 月仍未見頂，中國大陸銀行業

2020年的不良貸款率或會升1倍，

金額或會急增至 7.7 萬億元。

中國金融系統風險不容樂觀 庫德洛：美經濟狀況良好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疫

情持續，重創中國經濟。中國央行

頻頻頒布多項措施救市。近日，中

國央行表示要推出定向降準、專項

貸款、債券等，以刺激經濟，向銀

行體系和市場釋放流動性。疫情之

下，金融風險不容樂觀。
（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