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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面前 北京在走鋼絲 

浙江省湖州市對企業推出補

助政策：招聘一人，補助 1000 元

（人民幣，下同）。義烏市也推出

類似的舉措，一次招聘 5 人，每人

補貼 500 元；一次招聘 20 人，每

人補助 1000 元。

富士康在鄭州的工廠則推出了

在河南省內招聘的獎勵計畫，符合

條件的入職者以及返崗上工者，可

得到 3000 元的入職獎。在這高額

的補貼背後，是製造業迫切復工卻

普遍缺人的現實。

上海美國商會對 109 家位於

上海、蘇州、南京和長三角的製

造企業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

48% 的企業表示停工已經影響了

他們的全球業務。有 78% 的企業

表示因為沒有足夠的員工復工，而

無法恢復全面生產。企業還指出，

因員工受到交通和隔離限制，而導

致人力緊缺。

為了防控疫情，各地採取了

「封城」、「限運」等措施，很多農

民工被困在家鄉無法返程復工，同

時，很多城市也採取對外來人口隔

離 14 天的措施，讓農民工對返程

復工心生擔憂。

年前回河北農村過年的王先

生對路透社表示，儘管單位要求月

底復工，由於村裡執行封閉管理，

回北京也要求隔離 14 天，所以現

在是既不敢回北京，也不敢離開老

家，因為擔心一旦北京的小區不讓

進，回來也不讓再進村，他就成流

浪漢了。

除了人力短缺導致復工困難，

上海美國商會的調查還提到，企業

表示物流和替代供應也是復工後的

兩大挑戰。

據彭博報導，由於武漢肺炎疫

情爆發，數十艘載滿貨物的中國船

班被取消，中國海運停滯。在國際

貿易中，有九成的運輸依靠海運，

且中國是海運大國。不僅滿載貨物

的貨輪不能出口，還有大量空貨輪

停泊在中國港口無法出去。這對航

運業和供應鏈造成嚴重影響。

彭博的報導中用「一段歷史性

的供應鏈斷鏈的時代」來形容目前

的情況。由於武漢肺炎疫情尚未可

控，疫情持續爆發的風險比經濟損

失更加難以預計。企業迫切復工，

爆發集體感染的風險也隨之加大。

由於企業停工，嚴重衝擊供應鏈產

業，也令中國經濟幾十年的基礎和

外匯儲備承壓。

據《每日經濟新聞》報導，重

慶巴南區一間工廠出現群聚感染，

公司內有 2 例確診病例、1 例無徵

狀陽性感染病例，共 131 人有密切

接觸，工廠隨即封閉。經濟方面，

在持續斷供的情況下，企業已開始

在全球範圍內重塑產業鏈，此舉對

中國經濟影響深遠。

根據上海美國商會的調查，有

三成企業考慮將業務轉移到中國以

外。根據此前該商會的調查，由於

疫情的衝擊，有企業已經開始加速

轉移供應鏈。

隨著跨國公司外遷，供應鏈整

體遷移，中國的出口量會下降，而

外資投資的增量也有減少的風險。

這將嚴重衝擊中國的外匯儲備。因

為貿易順差和外資投資是北京積累

外匯儲備的兩個主要來源。

疫情尚未可控，中國大陸企業陸續開始復工，群聚感染風險增加。（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武

漢肺炎疫情尚未可控，中國大陸企

業陸續開始復工。隨著復工，群聚

感染風險增加。同時，由於疫情導

致企業長期停工，嚴重衝擊產業供

應鏈，也令中國外匯儲備承壓，中

國經濟危機重重。

【看中國訊】中國的生產、

消費等經濟活動，已因武漢肺

炎疫情陷入停滯，而有多家中

國企業員工透露，疫情造成的

經濟損失，已使業主無法負擔

勞動成本，並讓許多企業大幅

減薪，或延後發薪、停止支薪

和放無薪假。

據《自由時報》報導，彭

博社 2 月 19 日發表文章稱，

北京當局和企業的防疫措施，

皆要求民眾避免不必要的旅

行，因而使當地眾多大型百貨

和飯店空無一人，遊樂園和劇

院也皆關閉，許多企業遭受財

務損失。

例如：杭州有程式與機器

人學校，因防疫而取消了該校

所有幼兒園到 12 年級學生的

面對面課程，導致員工的薪資

減少約 30% 至 50%。珠海的

獅門娛樂天地目前已關閉，並

告知員工應使用其帶薪休假，

以及為無薪假做準備。

另據中國招聘網站「智

聯招聘」對 9500 多名勞工的

調查，有超過 1/3 的受訪者表

示，他們認為自己有可能因疫

情而拿不到薪水。此外，中國

各公司也正停止招聘員工，智

聯招聘估計，在 1 月疫情爆發

後的第一週，該網站工作履歷

的提交量年減幅度達 83%。

據彭博社指出，私人企

業是中國經濟中增長最快的領

域，而凍結薪水進一步證明，

中國的私人企業，尤其是小企

業正持續受到經濟衝擊，其中

資金儲備有限，且很少使用遠

端技術的小型公司，特別容易

受到影響。

各企業大減薪、
延後發薪或停薪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給中國經濟帶

來嚴重衝擊。

2 月 19 日，中國農業農村部

表示，疫情導致家禽業損失慘重，

給二、三季度禽肉、禽蛋市場供給

帶來一定影響。不僅家禽業損失嚴

重，疫情令農民的春耕也面臨嚴峻

形勢。

江蘇省農民邱湘建飼養的四萬

隻雞無路可去。據《紐約時報》報

導，因為各地執行封城封路的防疫

措施，屠宰場和飼料廠都已關門。

即使他尋得飼料也難以運輸，因為

封路等交通管制，很多車輛不能上

路。邱湘建感慨道：「現在不是虧

錢的事，是要傾家蕩產。」

像邱湘建這樣的農民還有很

多，《新京報》報導稱，武漢一家農

業公司因飼料不足而填埋了 10 萬

中國最大校企北大方正
被申請重整

【看中國訊】中國規模最大、

資產超過人民幣 3000 億元的校

辦企業北大方正集團近日被北京

銀行申請重整。這家公司去年底

遭遇債務違約，展期後的 20 億

元債務在 2 月 21 日到期。

方正集團旗下 6 家上市公司

2 月 18 日發提示性公告表示，

北京銀行申請對方正集團重整，

方正集團近日已經收到北京市第

一中級人民法院送達的通知。若

能順利進入重整程序，6 家公司

的股權結構可能會發生變化。這

表示自 2019 年 12 月初首次出

現債務違約的方正集團，可能將

通過重整程序走出債務危機。不

過，是否重整仍有待法院審理。

美國國稅局質疑    
臉書逃稅90億美元

【看中國訊】美國國稅局質

疑臉書（Facebook）將某些獲

利轉移到愛爾蘭子公司，以逃避

在美國繳稅 90 億美元的爭執，

2 月 18 日對簿公堂。

中央社報導，美國國稅局

稱，臉書對愛爾蘭子公司出售技

術時低估了價格，因而減少了在

美國的應課稅金額。臉書反駁，

這項技術的售價還應更低，以減

少子公司支付的金額，相對也減

少在美國的應稅金額。

將公司獲利轉移到稅率較

低國家是跨國公司的慣用手法。

外界認為，法官對本案的判決結

果，將成為這個方法日後是否行

不通的可能觀察依據。

隻雞苗，每天損失約 10 萬元人民

幣。禍不單行，疫情尚未可控，禽

流感又襲來。近兩個月，有三個省

分發生 6 起禽流感疫情。

根據中國農業農村部官網公布

的信息，疫情分別發生在四川省 1
起，湖南省 1 起，及新疆 4 起。

中國畜牧獸醫局局長楊振海

稱，疫情發生以來，活禽交易市場

關閉，飼料、禽苗、活禽運輸受

阻。另外，家禽屠宰企業停工停

產，家禽的產品消費降低，對整個

家禽業造成嚴重損失。他還稱，有

企業反映，他們的損失已經超過 1
個億。

2 月 19 日，中國農業農村部

表示，疫情導致家禽業損失慘重，

給二、三季度禽肉、禽蛋市場供給

帶來一定影響。

就在兩天前，中國農業農村部

宣布，對進口自美國所有的家禽和

禽肉產品不再設任何限制。

此外，南方和華北耕種的時節

已臨近，但是武漢肺炎疫情仍然嚴

重，尚未可控。疫情防控和春耕都

面臨嚴峻形勢。

據財新網報導，一些地區因防

疫封村堵路，禁止農民下田、農機

上路，春茶採摘、蔬菜採收等農事

活動無法正常進行，影響了正常農

事活動。

中國家禽業損失慘重 將影響供給 財經簡訊

（Adobe Stock）

件的機率就會增加。

2019 年以來中國房地產融資

政策持續收緊，限制越來越多，中

小房企資金鏈一度瀕臨斷裂，高負

債率中小房企正在面臨生存危機。

《自由時報》報導，2019 年中

國宣告破產的房企多達 525 家，並

且主要集中在下半年，2019 年 12
月創下全年最高點。與此同時，房

企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大

魚吃小魚」的趨勢正在加快。

2020 年初爆發的武漢肺炎疫

情導致房地產銷售停滯，令依賴銷

武漢肺炎疫情加劇蔓延，2020
年 1 月底，中國大陸多個城市發出

暫停售樓處銷售活動的通知，房地

產業迅速進入冰封期。

據《華爾街日報》引述中原地

產的預計，由於房地產開發商關

閉了全國各地的銷售中心，自那以

後，中國的房屋銷量可能較上年下

降近 90%。

新加坡 finews.asia 報導，凱投

宏觀（Capital Economics）首席經

濟學家 Neil Shearing 警告，若中

國的工廠長期關閉，則中國房地產

市場和能源領域出現黑天鵝類型事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2 月 18 日，中國宣布再減免進

口自美國商品已加徵的關稅。

2 月 18 日，中國國務院關

稅稅則委員會宣布第三輪減免進

口自美國商品已加徵的關稅。這

是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生效

後，中國採取的具有實質性的關

稅減免措施。

具體內容為：「自 2020 年

3 月 2 日起，中國國務院關稅稅

則委員會接受相關中國境內企業

申請，在對有關申請逐一進行審

核的基礎上，對相關企業符合條

件、按市場化和商業化原則自美

採購的進口商品，在一定期限內

不再加徵對美 301 措施反制關

稅，支持企業基於商業考慮從美

國進口商品。」

根據公告附件所列出的清

單，被免除關稅的 696 種美國

商品，包括：自美進口的豬肉、

牛肉、大豆、小麥、玉米、高

粱、乙醇、液化天然氣、原油、

鋼軌、部分醫療器械等等。胰島

素和部分抗生素也符合減免稅標

準。這次關稅減免商品是曾被中

國徵收額外關稅的美國主要農業

和能源產品。

中美兩國在 1 月 15 日簽署

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中方承

諾在未來兩年內增購 2000 億美

元的美國商品和服務。不過，自

去年爆發的武漢肺炎疫情，令外

界擔憂中國完成購買美國商品目

標的能力。中國各省市的地方政

府為控制疫情，嚴格限制旅行及

交通，令許多工廠無法開工或只

能部分開工，中國民眾也無法離

家外出，嚴重影響消費。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

（Larry Kudlow）早些時候表

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美

國總統川普通話時表示，儘管受

疫情衝擊，中方將仍實現第一階

段貿易協議的購買目標。

售收入維持現金流的房企，處在命

懸一線的境地。

據法院公告網顯示的數據，

2020 年 1 月初開始的 40 天時間

內，中國已有近百家房地產相關企

業破產清算，平均每天都有 2 ～ 3
家被清算。中國央行參事盛松成預

計，第一季度房地產銷售的損失可

能達到 1.44 萬億元人民幣。

2 月 16 日，恆大地產稱，2 月

18 日起售樓盤住宅（含公寓及寫

字樓）2 月 18 日～ 29 日可享受 75
折優惠，3 月 1 日～ 3 月 31 日可

享受 78 折。單棟樓去化率 80% ～

90%，可再享受額外 97折優惠；單

棟樓去化率 90% 以上，可再額外

享受 94 折優惠。激進的促銷策略

突顯出房地產開發商的資產負債狀

況不穩定，以及對資金回籠的迫切

需求。據穆迪估計，截至 2019 年 6
月，恆大地產是中國負債最多的房

地產開發商之一，達 1325億美元。

大陸房地產業恐現黑天鵝事件 中國再減免美國商品關稅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武

漢肺炎疫情持續，中國大陸房地產

迅速進入冰封期。恆大地產率先推

出史無前例的75折全線優惠。有經
濟學家提醒，疫情導致大陸房地產

業出現黑天鵝事件風險加大。

（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