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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半數人傾向於多存錢
川普：最壞的日子
已經過去

據中國央行 4 月 28 日發布的

報告，2020 年一季度，在中國 50
個城市進行了 2 萬戶城鎮儲戶問卷

調查。調查報告顯示：

城鎮儲戶收入的感受指數、

就業感受指數等均為 2017 年以

來最低。 27.5% 的民眾認為收入

「減少」，比上季上升 15.4 個百分

點；傾向於「更多儲蓄」的民眾占

53%，比上季上升 7.3 個百分點。

就業感受方面，10.9% 的民

眾認為「形勢較好，就業容易」，

46.8%的民眾認為「一般」，42.3%
的民眾認為「形勢嚴峻，就業難」

或「看不準」。

對下一季度物價和房價預期，

33.9% 的民眾預期下季物價將「上

升」，44.5% 的民眾預期「基本不

變」，10.4% 的民眾預期「下降」，

11.2% 的民眾「看不準」。對下一

季度房價，23% 的民眾預期「上

漲」，48.0% 的民眾預期「基本不

變」，15.9% 的民眾預期「下降」，

13.1% 的民眾「看不準」。

被問及未來 3 個月準備增加支

出的項目時，中國民眾選擇比例由

高到低排序為：教育（31.5%）、醫

療保健（29.4%）、購房（19.2%）、

旅遊（19%）、社交文化和娛樂

（18.4%）、大額商品（18%）、保

險（17.1%）。

4 月 24 日，中國央行調查統

計司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課

題組在《中國金融》發布〈2019 年

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

查〉，調查顯示，中國城鎮居民家

庭戶均總資產 317.9 萬元（人民

幣，下同），家庭資產以實物資產

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擁有

率達到 96.0%；金融資產占比較

低，僅為 20.4%。

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負債參與率

高，為 56.5%，負債集中化現象

明顯，負債最高 20% 家庭承擔總

樣本家庭債務的 61.4%；家庭負債

結構單一，負債來源以銀行貸款為

主，房貸是家庭負債的主要構成，

占家庭總負債的 75.9%。

中國家庭債務收入比為 1.02，
高於美國水平（0.93）。在美國，

房產在家庭總財富中的占比僅為 3
成多，金融資產接近 7 成，家庭財

富結構大相逕庭。

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城鎮居民

家庭金融資產負債率為 44.6%，

其中，有負債家庭的金融資產負

債率均值為 85.3%，中位數為

117.3%，半數以上的家庭金融資

產負債率超過了 100%。可見，居

民資產流動性較差，存在一定的流

動性風險。這些數據再次說明，房

產是中國絕大多數家庭主要的資

產，也足以說明許多家庭財富都與

房地產深度捆綁。

調查報告認為，須關注的第一

項是家庭金融資產負債率較高，存

在一定流動性風險。第二項是部分

家庭債務風險相對較高，主要表現

在以下幾個方面：部分低資產家庭

資不抵債，違約風險高；中青年群

體負債壓力大，債務風險較高；老

年群體投資銀行理財、資管、信託

等金融產品較多，風險較大。

中國央行儲戶調查報告，傾向於多存錢的人占53%。（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中國

央行4月28日公布儲戶調查報告，
傾向於更多儲蓄的人占53%。中共
肺炎（又稱武漢肺炎）疫情衝擊導

致收入降低，另一數據顯示，房地

產已經深度捆綁家庭財富。

【看中國訊】4 月 28 日，

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會見接受

經濟援助法案的中小企業主和

勞工代表時表示，疫情給美國

帶來的最糟糕的時期已經過

去，人們所期待的經濟重啟將

很快到來。

據《自由時報》報導，疫

情自 3 月在美國開始蔓延，迫

使企業陸續關閉、工廠停工，

數百萬的員工因此失業或收入

減少。從 3 月起，美國政府公

布了一系列經濟援助法案，其

中包括：為中小企業主提供貸

款和對雇員的工資保護計畫。

4 月 28 日接受援助計畫

的企業主和雇員，被邀請到白

宮參加活動，川普總統在活動

上表達其對美國在疫情大流行

期間，經濟復甦的樂觀態度。

川普總統稱，疫情給美國

帶來的最壞的日子已過去，美

國人所期待的安全與重新開放

將很快到來。相信最終美國會

戰勝這一切，再次回到繁榮的

日子。

有咖啡業者在活動上表

示，其咖啡店在獲得政府貸

款和援助後，重新僱回了 120
名殘疾人。

該咖啡店的一位叫麥克的

員工也因此而重新獲得工作，

對此，他表示感謝。來自馬里

蘭州一家咨詢公司的總裁克拉

克（Tisa Clark）表示：「我們

小企業是強大的、有韌性，我

們會重新創造繁榮。」

美國國會為工資保障計

畫已累積撥款 6600 億美元貸

款。隨著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持

續，這些貸款對數百萬等待援

助的小企業來說，至關重要。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4 月 27 日，北京官方通過了創業

板試點註冊制方案。中國股市以

往的上市審批制度有諸多弊病，

官商利益輸送等情況嚴重。

據官媒消息，2020 年 4 月 27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

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創業板改

革並試點註冊制總體實施方案》。

在創業板實施註冊制之前，

中國股市的科創板已實施註冊制，

科創板於 2019 年 6 月 13 日開板

交易，迄今將近一年。數據顯示，

截至目前，科創板申報企業已突破

250 家。在全部申報企業中，25
家企業終止審核，已上市交易的科

創板企業已達到 99 家。

本輪創業板試點註冊制大體與

科創板一致，註冊程序分為交易所

審核和證監會註冊兩個環節。

錢別亂灑 發展中國家
任意QE恐致金融崩潰

【看中國訊】疫情衝擊全球

經濟，多國祭出寬鬆政策，做法

包含：央行買入資產、政府提供

企業貸款等，但專家示警，並不

是所有國家都經得起擴張政策，

若是在發展中國家，盲目灑錢，

甚至有導致金融崩潰的風險。

彭博社報導，至少有 13 個

新興市場國家的央行正在準備，

或已啟動購買債券計畫，儘管這

些做法在發達國家非常常見，但

對部分貨幣體系脆弱，且資金不

時流出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可能

就會面臨金融風險。因為一些新

興市場國家仰賴短期外資，如果

央行這時把錢灌進市場，可能嚇

跑外資，進而產生通膨風險。

「拼多多」員工涉受    
廣告公司200萬賄賂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

報導，在美上市的中國電商「拼

多多」爆出賄賂醜聞。有消息人

士透露，「拼多多」懷疑，中國

上海的數位廣告公司開域集團銷

售經理潘凱達，可能以 200 萬元

人民幣賄賂了「拼多多」經理陳

瑞侃，以在去年獲得一項預算近

40 億元人民幣的廣告項目，而

「拼多多」則已向上海警方報案。

據路透社和消息人士取得的

電子郵件，握有開域集團 66.7%
股權的私募基金 KKR 高管，已

經注意到賄賂問題，並正就此展

開內部調查。「拼多多」股價則

在 4 月 28 日大跌 6.11%，至每

股 48.06 美元。

創業板改革並試點註冊制之

後，新上市企業上市前五日不設漲

跌幅，之後漲跌幅限制從目前的

10%，調整為 20%。

2009 年 10 月 30 日，中國創

業板正式開板，根據公開資料顯

示，截至 2020年 4月 27日晚間，

創業板合計上市公司 807 家，總市

值 6.79 萬億元人民幣。不過仍沿

用主板和中小板的核准制，那麼創

業板實施註冊制後，將與其他板塊

錯位發展。

中國央行原副行長吳曉靈曾表

示，在資本市場上融資，其實就是

買賣雙方的事，市場價格賣甚麼東

西，買賣雙方自主決定，註冊制就

是來做買賣的人到政府報個到，政

府就制定規則，它監督買賣雙方是

否執行了制度。哪個領域價格改革

得徹底，那個領域就發展得好。現

在股票發行的價格還是受管制的，

建立一個好的市場是不可能的。

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

主任曹鳳岐此前對媒體表示，推進

股票發行註冊制是一種歷史趨勢，

是資本市場市場化程度提高的必然

結果。中國目前實行的是股票發行

核准制，存在很多弊端，容易產生

權力尋租。而證券發行上市是一般

權利，除非可能損害公眾利益，否

則政府就不應加以限制。

中國股市創業板試點註冊制方案 財經簡訊

（Getty Images）

業中，一季度僅兩個行業該指標

同比增加，39 個行業均出現大幅

下降。

其中，利潤降幅最大的是石

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同比

下降 187.9%。反映基礎建設、製

造生產等受影響嚴重，遠未復甦。

而農副食品加工業和菸草製品

業，利潤總額同比分別增長 11.2%
和 28.5%。

按照企業的類型來看，外商及

4 月 27 日，中國國家統計局

公布，1 ～ 3 月分全國規模以上工

業企業利潤，一季度實現利潤總額

7814.5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

季度同比下降 36.7%。進入 2020
年以來，該數字的下降幅度一直維

持近四成的水平，反映出中國大陸

的工業經營持續受疫情衝擊。

同日還公布了 3 月單月數字，

3 月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 3706.6
億元，按月同比下降 34.9%，較

1 ～ 2 月降幅收窄，1 ～ 2 月規模

該指標同比下降 38.3%。

在中國全國 41 個工業大類行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4 月 28 日，據中國央行公布了

調查報告，87.2% 的銀行家和

75.5% 的企業家認為當前宏觀經

濟「偏冷」。

疫情影響下，中國經濟復甦

之路仍很漫長。

據中國央行 4 月 28 日發布

的〈2020 年第一季度企業家問

卷調查報告〉顯示：銀行家宏觀

經濟熱度指數為 6.5%，比上季

降低 24.2 個百分點。其中，有

87.2% 的銀行家認為當前宏觀

經濟「偏冷」，比上季增加 47.2
個百分點。

銀行業景氣指數為 58.3%，

比上季降低 12.4 個百分點，比

上年同期降低 12.9 個百分點。

從貸款需求方面來看，大型

企業貸款需求指數為 59.7%，比

上季提高 4.8 個百分點；中型企

業為 62.6%，比上季提高 5.5 個

百分點；小微企業為 68.6%，比

上季降低 0.9 個百分點。

同天，據中國央行發布的

《2020 年第一季度企業家問卷調

查報告》顯示，2020 年第一季度

經營景氣指數為 30.3%，比上季

低 25.2 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

低 24.5 個百分點。 75.5% 的企

業家認為宏觀經濟「偏冷」。

其中，5.0% 的企業家認為

出口訂單比上季「增加」，28.1%
認為「持平」，66.9% 認為「減

少」；19.8% 的企業家認為本季

資金周轉的狀況「良好」，51.2%
認為「一般」，還有 29.0% 認為

「困難」。

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

平認為，復工不等於復產，復工

率達到了 80% 的行業，很多復

產率不到 30%。

港、澳、臺商的投資企業利潤下降

最大，為 46.9%，國有控股企業利

潤總額同比下降 45.5%，股份制企

業利潤下降 33.0%，私營企業利潤

下降 29.5%。

分大類來看，採礦業利潤同

比下降 27.5%，製造業利潤下降

38.9%。外資企業利潤下降近五

成，一定程度也反映了外貿出口行

業失單的嚴重程度。

路透社引述光大銀行金融市

場部分析師周茂華表示，受國際商

品價格下滑及中國國內經濟尚未恢

復，3 月企業利潤錄得負值，並且

二季度國內工業企業整體盈利仍存

在壓力。

近日，彭博社匯總的 8 項經

濟先行指標也顯示，4 月，中國經

濟反彈力度相當疲弱，在全球需

求急速下跌，國內內需不振的情

況下，中國經濟第二季不太可能

有亮眼結果。

陸首季工業企業利潤跌近四成 中國央行調查報告：
銀行與企業認為經濟偏冷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疫

情在中國境內二次爆發，令經濟低

迷情況持續。近期北京官方公布第

一季工業企業利潤，下滑超三成。

分析師表示，未來工業盈利形勢仍

不容樂觀，中國經濟遠未復甦。

（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