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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肆宣傳地攤經濟
全球智能手機
首季銷量減少

從中國多個渠道傳出的信息來

看，在疫情的影響下，史無前例的

失業大潮正在中國蔓延。中國國家

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 1~4 月 31
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 5.8%。

外出農民工減少超五千萬，這些農

民工隱形失業率並未體現出來。不

過，非官方的失業率估計遠遠高於

這個數字。中泰證券的測算稱，中

國的失業率約為 20.5%，有超過

七千萬人失業。

以零售業為例，成立於 2011
年的全時便利店原是北京便利店中

的佼佼者，一度占據京城最大的

市場規模。 5 月 11 日，遍布北京

的全時便利店官方發布公告稱，因

公司經營戰略調整，全時便利店北

京區域所有門店將於 5 月 20 日 24
點 0 分結束經營。該公告發布後

不久就被刪除。 5 月 12 日，又發

布了一份幾乎一模一樣的通知，但

是將「結束經營」這一說法改為了

「經營調整」。

5 月 13 日，全時再次發布重

要通知稱：「因為疫情影響嚴重，

我們被迫進行戰略性調整，便利

店業務將進行整合、優化，整合之

後將會積極引入戰略合作，重新出

發。」儘管結局尚不明朗，但全時

便利店全部關門卻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零售業受到疫情的衝擊可

見一斑，一線超大型城市北京都如

此，二、三、四線城市更堪憂。

而 5 月 28 日，李克強在記者

會上的言論更是猶如一顆震撼彈。

李克強說：「我們人均年收入是 3
萬元人民幣，但是有 6 億人每個月

的收入也就 1000 元，1000 元在一

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

又碰到疫情，疫情過後民生為要，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沒有就業那就

是 9 億張吃飯的口，有了就業就是

9 億雙可以創造巨大財富的手。」

這席話，最關鍵的還是那句：6 億

人每月的平均收入 1000 元。

《新京報》5 月 29 日報導，北

京師範大學教授李實解釋稱：「中

國有一半左右人，其收入水平低於

全國平均收入水平。」「傳遞出一

個信號，就是有相當規模的老百姓

當前遇到了就業收入問題。」

李實認為，受疫情影響大的

主要是城市裡的農民工群體。就業

受總需求的影響，「大家都去擺地

攤，真正能掙錢的有多少人？畢竟

還有一個需求領域。即使在流通領

域，搞活一點，促就業、增加收入

的作用還是有限的」。但是官媒近

日大肆宣傳「地攤經濟」、「馬路

經濟」，甚至報導稱有大排檔業主

表示，在允許出店經營的情況下，

每天至少收入都是在 3 萬元以上。

這類文章一多起來，也遭到中

國民眾的質疑：一般小吃每天也就

賣幾個小時，就按照一天 8 小時工

作來計算，該攤主要做到每天收入

3 萬元，意味著攤主平均一秒鐘必

須賣出 1 元多的小吃。而如今失業

率飆升，很多人為了節約開支都在

家裡自己做飯，一個大排檔怎麼能

夠日收入 3 萬元？有網民嘲諷道，

美國開啟星際旅行，中國卻重啟

30 年前的「地攤經濟」。商戶捨

棄商場而擺地攤，顯示居民消費能

力正大幅下降。

中國官媒開始大肆宣傳「地攤經濟」。（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中國

經濟受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

疫情衝擊，企業破產員工失業的情

況各地比比皆是，零售、外貿等行

業最為明顯。日前中國總理李克強

稱6億人月收入千元，隨後官媒開
始大肆宣傳「地攤經濟」。

【看中國訊】據諮詢公司

高德納（Gartner）調查發現，

因為疫情給經濟帶來不確定

性，消費者停止非必要性支

出，使得全球智能手機第一季

需求下滑，估計總銷量減少

20.2%，創下有史以來最嚴重

的降幅。

據美國之音報導，中國華

為手機第一季度銷量 4249.9
萬支，同比大跌 27.3%，下滑

幅度是世界前 5 大公司之最，

市占率 14.2%，位居第 2 大

智能手機品牌。

高德納認為，華為將面

臨充滿挑戰的一年，雖然宣稱

有自行開發的行動生態服務系

統，但由於缺乏谷歌等應用程

序的支援，將不太可能在國際

市場上吸引買家。

高德納還指出，韓國三星

（Samsung）智能手機第一季

的銷售疲弱，銷量是 5533.3
萬支，年減 22.7%，不過市占

率仍然達到 18.5%，穩居龍頭

地位。

美國蘋果智能手機，因供

應受影響，再加上門店暫停營

業，第一季銷量 4092 萬台，

年減 8.2%，不過下滑幅度小

於華為等其他主要手機公司，

市占率為 13.7%，是全球第 3
大手機品牌。

排名第 4 的小米銷量則逆

市上升 1.4%至 2781.7萬支，

市場占有率 9.3%。排名第 5
的 OPPO 銷量下跌 19.1%，

出貨量 2394.9 萬支。

第一季全球手機銷售達 2
億 9900 萬支，去年同期則為

3 億 7500 萬支。

【看中國記者李虹綜合報導】

受疫情影響，美國川普政府的

《CARES 法案》對退休計畫 401
（K）等帳戶的提款給予了優惠政

策。然而專家建議，盡可能不要動

這筆錢，因為這樣做仍然會付出很

大的代價。

美國國會在 3月通過《CARES
法案》經濟刺激計畫，該法案允許

企業員工在在年底前從其雇主提

供的退休帳戶中提取高達 10 萬美

元，如果他們在 59½ 歲以下，也

無需付 10% 的提前支取的罰款。

但是，員工仍然必須為這筆錢繳

稅，但是允許在 3 年內支付。另

外，在雇主的允許下，在 2020 年

9 月 22 日前，員工可以從該退休

帳戶貸款由原來的 5 萬美元增加到

10 萬美元。

據 CNBC 報導，自《CARES

美商務部將對中俄等國
進口釩啟動232調查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

報導，繼早前的鋼鋁稅、汽車關

稅後，美國可能發起新的關稅。

美國商務部 6 月 2 日宣布，將針

對來自中國、俄羅斯等國的進口

釩（Vanadium）展開 232 調查。

稀有金屬釩常被用於國防

工業和關鍵基礎設施上，且釩

對一些航空航天應用更是不可

或缺的元素。美國國內釩鐵生

產 商 AMG Vanadium 和 US 
Vanadium LLC 早前向美國商務

部提出申訴，表示金屬釩輸美產

品出現不公平定價，再加上其他

釩生產國的增值稅制度與中國、

俄羅斯 2 國產業政策影響，使該

公司利益受到損害。

6成香港美商擔憂   
港版國安法致經營受損

【看中國訊】根據路透社報

導，北京強推港版國安法，除象

徵香港「一國一制」時代的到來

外，更在法律、外交和商業界引

起軒然大波。對此，香港美國商

會近日針對其成員，進行港版國

安法相關事項的問券調查。

受訪群體中，55.3% 成員回

答「非常」擔心港版國安法，約

60% 成員認為業務營運會因此

受到損害，近 30% 成員考慮轉

移資金、資產等。

香港美國商會於 6 月 1 日

及 2 日針對其成員進行調查，以

瞭解在港美企對於港版國安法的

看法，6 月 3 日公布完整調查報

告，受訪成員共 180 位。

法案》於 3 月 27 日生效以來，富

達（Fidelity）已有超過 37 萬人

從其退休帳戶中提款。提取的平

均金額約為 1.3 萬美元，但有超過

8500 名儲戶提取了法律允許的全

部 10 萬美元。

但是據專家建議，如果可能

的話，不要動退休帳戶中的這筆

錢。「您應該看看是否還有其他選

擇。」Willis Towers Watson 定

額存款諮詢主管 Robyn Credico

說：「如果沒有其他選擇，這才是

最後的選擇。」

實際上，根據波士頓學院退

休研究中心的計算，盡早提取 401
（k）計畫會使退休時的財富減少四

分之一。

根據富達（Fidelity）的調查

結果，2019 年，在 401（k）計畫

中於 2008 年出售股票的儲戶平均

退休帳戶餘額約為 27.5 萬美元。

然而，那些沒提款的儲戶退休基金

現通常達到 36 萬美元。

專家建議，著手提取退休基金

前，首先要計畫出繳納個人所得稅

的現金。因為大多數退休基金存款

是稅前存入的，所以取出款項需要

繳納個人所得稅。儘管美國國稅局

允許 3 年的時間繳納稅款，但還是

應提前做好支出計畫，將稅款在 3
年內平攤以避免超出現金流量。

美專家不建議民眾提前支取退休基金 財經簡訊

（Adobe Stock）

宮的人士的說法，在白宮看來，這

個協議對川普來說就如同一個「雞

肋」。一個風險就是北京可能無法

兌現承諾，不能完成採購美國產品

的目標。如果取消這個協議，就會

重啟雙邊貿易戰。

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

所估計，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只完成

了今年設定的採購美國商品目標的

40% 左右。

協議規定，在協議生效後的第

一年，中國要在 2017 年的水平上

增加 770 億美元的採購量。

目前，中國完成第一階段貿易

協議採購目標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最近幾週，由於北京當局強推港版

國安法，有關美國總統川普可能會

廢除這個貿易協議的聲音不斷傳

出。各界及北京的分析機構對川普

推文的每個字都極為關注。

針對港版國安法，川普 5 月

29 日表示，北京當局從根本上剝

奪了香港的自治權，因此美國將開

始審查給香港提供的貿易和旅行等

待遇，根據情況予以取消。人們注

意到，川普在講話中沒有提及第一

階段貿易協議的執行情況。

路透社 6 月 1 日引用熟悉白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疫情導致海外需求大減，中

國外貿企業訂單減少而出口受

阻。官方呼籲出口產品轉內銷，

但實際情況並不樂觀。

疫情影響下，很多中國外貿

出口企業尋求出口轉內銷。中國

商務部部長鍾山稱：「外貿企業

原來多數是單一做出口的，現在

出口受阻之後，政府支持他們出

口轉內銷。」

有民眾評論說：「內銷的成

本遠遠高於外銷，關鍵很多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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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貿易活動因疫情衝擊，

恢復正常仍需時日，中國出口企

業當務之急需求轉型，但現實中

的瓶頸也迎面而來：國內市場交

易鏈條相對冗長、回款慢。對外

貿企業來說，要在短時間內重新

瞭解新的市場並建立渠道，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

據路透社 6 月 1 日報導，提

到出口轉內銷，在深圳經營一家

主打出口 LED 產品的企業家章

先生稱：「並非易事，品牌、渠

道，甚至整個訂單模式等等，從

生產到經營都遇到水土不服。」

一家江蘇紡織企業負責人表

示：「為了滿足國外客戶的供應

商標準，一般我們的工廠從軟件

到硬件標準都比國內高，成本也

會相應偏高，轉內銷是個自救辦

法，但我們在價格上實在是沒有

優勢，還擔心產不對銷。」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

事長黃奇帆也表示，轉內銷後收

取國內增值稅和其他稅負，成本

上漲後可能會不適應國內銷售。

而在美國宣布將取消香港的特

殊貿易地位、中美關係進一步緊張

之際，傳出北京當局要求暫停採購

美國農產品的消息。

據彭博社 6 月 1 日報導，知

情人士說，國有貿易商中糧集團和

中儲糧集團被勒令暫停採購美國大

豆、豬肉等訂單。

最新的跡象表明世界上兩個最

大的經濟體之間來之不易的第一階

段貿易協議正處於危險之中。中國

總理李克強 5 月重申了執行中美第

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承諾，但此後中

美關係的緊張局勢升級。

北京的舉動激起了交易市場上

普遍存在的擔憂情緒。

Paragon Global 董事總經理

Michael McDougall 說：「市場已

經看到中美之間的關係日趨惡化，

許多人認為，由於迄今為止中國商

品購買的緩慢進展，貿易協議的未

來已經處於危險之中。」

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要廢？ 中國外貿企業出口受阻 
轉內銷水土不服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美

中經過近兩年的貿易戰才達成第一

階段貿易協議，卻因北京強推港版

國安法，令兩國陷入僵持狀態，外

界都在關注貿易協議存廢的問題。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