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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50年來最糟

根據高盛最新發布的報告，

將中國一季度經濟增速預估從此前

的 2.5% 調降至負 9%，對 2020 年

中國實際 GDP 同比增速的預測自

5.5% 下調至 3%。

報告認為，北京政府 1 ～ 2
月經濟運行數據以及 3 月至今的高

頻指標表明，一季度實際 GDP 增

長的報告要比其先前預測的要弱得

多。根據高頻跟蹤和行業水平分

析，高盛預計一季度實際 GDP 同

比下降 9%。「儘管更有力的政策

支持可能推高增速，但如果在未來

幾個月內無法在全球範圍內控制大

流行，復甦或許會進一步延遲。」

報告指出，外需疲軟限制了

中國經濟第二季度的復甦，由於疫

情最近在其他國家迅速傳播，預計

二季度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速將明顯

放緩。而在這種全球經濟疲軟的背

景下，中國經濟活動的復甦也可能

受限。因此預計三季度之前，實際

GDP 都不會恢復到疫情爆發前的

增長趨勢。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3 月 16
日公布的數據顯示，1 ～ 2 月規

模以上的工業增加值年減 13.5%；

2 月分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升至

6.2%；中國 1 至 2 月零售總額年

減 20.5%，固定資產投資更是比去

年同期下降 24.5%。

經濟研究諮詢公司凱投宏觀

（Capital Economics）表示，最新

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受創程度比預期

更深。官方數據顯示 1 至 2 月服

務業生產指數也比去年同期減少

13%，加上工業生產數據顯示，

今年前兩個月的中國 GDP 增長率

為負 13%。儘管中國 1、2 月經濟

數據已經不佳，瑞銀（UBS）亞

太資產配置主管蘇安純（Adrian 
Zuercher）還形容這是「絕對空前

的時刻」，但 3 月可能更糟。 

據野村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

也表示，中國首季 GDP 將遭到毀

滅性的打擊，「在我們看來，唯一

的問題恐怕是衰退的情況究竟會有

多糟。」

麥格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胡偉

俊則認為，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中

國第一季度 GDP 將較去年同期衰

退 6%，胡偉俊表示，中國上一次

出現經濟衰退是在 1976 年，「很

明顯地，當前的情勢幾乎是過去

50 年來最糟的時候。」

儘管中國一直努力復工，官方

也強調第二季度經濟將會復甦，但

專家普遍不看好，理由是攀高的失

業率，以及對疫情的持續憂慮將會

影響國內消費，而全球現在正因疫

情所苦，則傷害中國出口乃至工業

產出。

美聯社稱，中國的經濟數據比

經濟學家預期的更為糟糕。

根據美聯社引用荷蘭國際集

團（ING）經濟學家彭藹嬈（Iris 
Pang）的話說：「這還不是噩夢的

終結。要小心！」

中國已經放寬了一些疫情防控

措施，允許一些地區的工廠和企業

復工復產。但是，企業和經濟學家

表示，經濟活動要恢復正常還需要

幾個月的時間。

國際投行高盛報告將中國首季GDP增速預測調降至負9%。（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隨著

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

炎，COVID-19）疫情對中國經
濟衝擊的顯現，對於中國第一季

度GDP增長是否為負的討論逐漸
多了起來。3月17日，國際投行高
盛報告將經濟增長預測調降至負

9%。也有分析認為，中國經濟50
年來最糟。

【看中國訊】據悉，全球已

經有逾 19 萬人感染中共肺炎

（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

COVID-19），在疫情持續蔓

延的同時，也對經濟造成了衝

擊。世界各國相繼推出經濟救

助計畫，以刺激經濟。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財

政部長姆努欽 3 月 17 日說，

川普總統希望在未來兩週內向

美國人發放現金，以遏制疫情

造成的經濟損失。

姆努欽在白宮新聞發布會

上說：「總統已經指示我，我

們現在必須這麼做。」

報導稱，川普政府正尋求

國會批准大約 1 萬億美元的

緊急刺激計畫，一名白宮官員

17 日對《華爾街日報》說，其

中可能有 2500 億美元用於給

美國人直接付款。這項計畫還

包括向航空業提供約 500 億

美元援助。隨著疫情的蔓延，

英國政府 17 日宣布為企業提

供 3300 億英鎊（約 3980 億

美元）的貸款，以提振經濟。

英國財政大臣蘇奈克（Rishi 
Sunak）表示，如有需要，將

會提供更多幫助。

法國承諾立即向受疫情影

響的企業及員工提供 450 億

歐元的援助。

希臘也在 17 日宣布了一

項 20 億歐元（約 22 億美元）

的方案，幫助深受疫情打擊的

企業。

新西蘭政府也將推出約

73 億美元的經濟救助計畫，

以應對疫情造成的經濟影響。

這項計畫包括：稅收減免、為

航空業提供支持等。

各國推出
經濟救助計畫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

疫情在中國大陸蔓延數月，經濟停

擺，樓市冰封。近期公布的房地產

業數據顯示，疫情對行業的整體衝

擊明顯。而房地產業今年面臨數

千億債務到期，有經濟學家表示，

房地產業今年將加速洗牌。

3 月 16 日，中國國家統計局

發布 2020 年 2 月商品住宅銷售價

格數據，數據顯示在 70 個大中城

市中，有 21 個城市新房價格環比

上漲，23 個城市新房價格環比下

降，有 26 個城市價格持平，還有

武漢、石家莊和太原等 12 個城市

整月無成交量，亦被視為價格與上

月持平。

《21 世紀經濟報導》指，按城

市數量來計算，這是 2015 年 10
月之後，首次出現房價下降的城市

數量多於房價上漲的城市數量。

全球首家：菲律賓   
因疫情關閉股市和債市

【看中國訊】3 月 17 日，菲

律賓股市無限期關閉，外匯市場

及債券市場中止交易，這是全球

首見因為疫情關閉資本市場的案

例，當局稱這是考慮到交易員所

面臨的安全風險而做出的決定。

在這之前，全球有一些交易

所關閉交易大廳，或者是在市值

大幅波動時暫停交易，例如：美

股的熔斷機制被觸發。

菲律賓當局的舉動引起了分

析師的注意。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3 月 17 日在一份

報告中認為，有鑒於股價下跌速

度前所未見，如果事況未見好

轉，應及早關閉股票交易所。

調查指中國今年    
貧富差距恐繼續擴大

【看中國訊】根據《自由時

報》報導，北京要在 2020 年實

現「全面脫貧」目標，但據美國

德克薩斯州 A&M 大學教授甘犁

（Gan Li）調查，中國的貧富差

距現象仍會在今年擴大，年收入

在 1 萬元至 3 萬元人民幣間的中

國家庭中，約達 1/3 認為其今年

收入將大幅下降，但在年收入超

過 20 萬元人民幣的高收入家庭

中，此比例僅約 11%。

甘犁教授表示，年收入超過

130 萬元人民幣的家庭中，只有

13% 認為疫情會嚴重打擊他們

的收入，而此比例為年收入低於

42.3 萬元人民幣家庭的一半。

據分析人士指出，疫情對 2 月

房價指數影響較大，預計房價的下

行趨勢仍會延續至 3 月分以及第二

季度。

由於銷售進入冰封期，房企

收入大幅下跌，資金鏈面臨斷鏈風

險。而中國的房企今年又普遍面臨

償債壓力，行業或迎來破產潮。

按照華泰證券的統計，2020
年至 2021 年，房地產業境內債務

到期量分別為 4316 億（人民幣，

下同）和 6212 億。 2020 年下半

年開始進入償債高峰期，連續 6 個

季度債務到期量超過 1200 億。

同時，房企海外債到期規模也

在走高。Wind 數據顯示，2020 年

和 2021 年到期的外債規模分別為

297.86 億美元和 316.38 億美元。

觀點地產網引述中國銀行業協

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表示，疫情

令房企這種高負債率、高槓桿率的

運作模式受到較大衝擊。

他指，2019 年公告破產的房

地產企業有 528 家，而 2020 年首

兩個月，已公告破產的房企已有

100 家。

按這個趨勢計算，假設其他

條件不變，預計 2020 年房地產企

業破產數字將有 600 至 700 家。

2020 年本來就是一個房地產企業

洗牌的年分，疫情加速也加劇了洗

牌力度。

千億債務 陸房地產業將加速洗牌 財經簡訊

（Adobe Stock）

儲不能直接向家庭和企業放貸，但

可以動用緊急權力建立貸款工具。

《聯邦儲備法》保證美聯儲可以在

「非常時期和緊急情況下」為銀行

實體意外的任何實體提供貸款，其

中包括：個人、合夥企業和公司

等，即任何一個具有良好信譽的個

人或實體。

為了保護美聯儲免受此類貸款

的信貸損失，美國財政部將從其保

留的名為外匯穩定基金（Exchange 
Stability Fund）的資金池中提供

100 億美元，目前該基金總額約有

根據美國《聯邦儲備法》第 13
條第 3 款，美聯儲在獲得財政部

批准後可以創建特別融資工具。

美東當地時間 3 月 17 日，美聯儲

宣布建立商業票據融資便利機制

（CPFF）以支持家庭和企業信用。

美聯儲表示，商業票據市場可

以向大量經濟活動提供直接融資，

提供增信、貸款和抵押以及企業日

常的流動性需要。

美國財長姆努欽表示，曾向美

聯儲主席鮑威爾致信，要求為企業

建立商業票據融資機制。

美聯儲最近一次動用這一條款

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機時期，美聯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

導】疫情尚未可控，豬肉問題再

次引發百姓關注。北京表示，希

望企業在海外建立養豬場，出口

至中國大陸，以緩解大陸市場供

不應求的問題。

疫情下，豬肉價格已持續走

高，進口豬隻是否會繼續推高價

格，擾亂民生？

據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

（發改委）網站 3 月 16 日消息，

發改委和農業部聯名發布一份報

告。報告承認當局採取了多項措

施，希望提高生豬產量，增加市

場的豬肉供應，但截止目前，效

果並不理想。

報告說，由於豬肉短缺，

豬肉價格持續走高，已令通貨膨

脹加劇。並且，疫情為生豬產業

的恢復帶來了更多的困難。所以

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在海外建

立生豬養殖場，再出口至中國大

陸，來緩解中國市場的供不應求

的問題。

一家養豬企業主管對路透社

表示，非洲豬瘟造成這麼長期的

供應短缺問題，真是史無前例。

也是第一次收到文件，談到要去

海外養豬。

報告稱疫情導致的物流運輸

停滯，為生豬養殖業的復工增加

了困難。但海外養殖，之後是以

生豬進口，還是以豬肉進口，享

受何種關稅政策等執行細節，報

告未有給出指引。

非洲豬瘟自 2018 年在中國

大陸爆發，至今仍未在中國絕

跡，近期還報告了三起病例。

3 月 10 日公布的 2 月分消費者

價格指數（CPI）高達 5.2%，通

貨膨脹嚴重，食品價格仍是拉動

CPI上漲主因，同比上漲21.9%。

940 億美元。

商業票據融資便利機制將通過

特殊目的載體（SPV）為商票發行

方提供流動性。美聯儲理事會在聲

明顯示，最近幾天，商業票據市場

承受著相當大的壓力，因為疫情爆

發令企業和家庭面臨著更大的不確

定性。「這一融資工具通過展期合

格發行人的到期商業票據債務，來

消除其無法償還投資者的大部分風

險，應會鼓勵投資者再次參與商業

票據市場的定期放貸。」

商業票據市場是一系列企業短

期融資的主要來源，但近幾週來流

動性已經枯竭。部分投資者認為，

此舉才是緩解市場「美元荒」的最

有效措施，受利好消息刺激美股三

大股指上漲。

此前美國國會也發表聲明，要

求美聯儲就應對疫情拿出非傳統舉

措，「創造性地解決美國人的日常

所需」。

美聯儲啟「重武器」應對危機 北京鼓勵中國企業境外養豬
豬肉價格如何降？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為應

對疫情，美聯儲3月17日再出非常
規操作，設商業票據融資工具支持

家庭企業信用，而上一次使用該工

具還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