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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富豪投資新風向
美梅西百貨  
融資45億美元

日本產經新聞 6 月 6 日報導，

因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日本觀

光景點遊客量幾近為零，經營慘

淡，中國富豪藉機購買日本景點旅

館的情況增多，中國富豪認為可趁

機以較低價格購得。因現在日本政

府實施邊境管制，這些富豪無法親

自到現場看房，所以只能通過日本

的代理人進行「視訊看房」。報導

稱，6 月 2 日有人透過視訊將神奈

川縣箱根町待出售的旅館信息傳送

給中國商人。據稱，這間旅館售價

是 3.8 億日圓（近 360 萬美元）。

經營這家旅館的公司表示，受

疫情和颱風的影響，客房率僅為原

來的百分之十，經營困難，所以開

始尋找新的買主。

日本的飯店旅館經營研究所指

出，如：箱根、伊豆、熱海、富士

山周邊的旅館最受歡迎，外資購入

後可順利取得旅館的營業許可，且

企業負責人可取得簽證。經營研究

所所長辻右資指出，在日本不用擔

心資產會被政府沒收，因為日本是

個資金避險地。

報導指出，中國大陸是全球疫

情最早蔓延的地方，中國的資產家

正瞄準受疫情影響的日本及歐美企

業資產。有分析稱，隨著「港版國

安法」將出，中國富豪憂心以人民

幣或港幣計價的資產縮水，想透過

在海外置產，以保全資產。

路透社引述兩位人士稱，匯豐

銀行和渣打銀行詢問開設海外銀行

帳戶的業務突增近三成。

詢問海外帳戶問題的香港居民

大增，導致人們進一步擔心香港這

曾經的亞洲金融中心會出現資本外

流。自從去年 6 月以來，香港出

現各種大規模抗議。人們經常會看

到，北京當局以國家安全為名，秘

密抓捕人，被北京的所謂法律處罰

的人不但可能面臨起訴和判刑，而

且家人也面臨被驅趕出住所、孩子

被驅趕出學校、銀行帳戶被凍結的

厄運。令人擔心是，北京強推「港

版國安法」使中美緊張關係加劇，

從而會降低香港的資產流動性。

銀行家和理財業界其他消息

來源表示，出於對北京擬在香港推

行國安法的擔心，中國的富豪選擇

在香港存放資產的人預計將減少，

因為他們擔心香港可能准許北京追

蹤並沒收他們的財富。一些銀行家

們說，香港估計價值一萬億美元的

財富超過一半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個

人在香港存放的資產。香港靠近中

國大陸，司法制度又跟中國大陸不

同，而且香港港幣跟美元掛鉤，這

一切是促使中國大陸富豪在選擇藏

富香港的原因。但現在人們擔心由

於資本和人才外流，香港正在失去

作為一個全球金融中心的優勢。一

些中國富豪客戶正在尋求其他地方

寄放財富。新加坡、瑞士和倫敦是

他們優先考慮的地方。一名中國富

豪本打算在香港投資，但最近改變

了主意，轉而去了新加坡。那位富

豪的顧問供職於歐洲的一個理財銀

行機構。該顧問對路透社說，他的

銀行已開始接獲中國富豪提出的在

香港之外開設帳戶的詢問。

中國的資產家正瞄準受疫情影響的日本及歐美企業資產。（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鄭清綜合報導】據日

媒報導，中國富豪頻繁收購日本景

點旅館等，主要因武漢肺炎疫情期

間日本旅館經營不佳，議價空間

大。另外，中國富豪擔心「港版國

安法」導致資產縮水等因素，也轉

移資產到別處安放。

【看中國記者李虹綜合報

導】受疫情衝擊，美國老牌連

鎖百貨巨頭梅西百貨（Macy's）
曾經陷入困境，不過 6 月 8
日，該公司公布新融資大約 45
億美元，稱將擁有「足夠的資

金流」以滿足其業務需求。當

天，該公司股票在盤後交易中

飆升 13%。

6 月 8 日， 根 據 CNBC
報導，梅西百貨已新融資大約

45 億美元，以應對其度過病毒

大流行。資金包括：基於資產

的 31.5 億美元信貸，以及先前

宣布的 13 億美元債券發行。

該公司表示，預計在未來的疫

情動盪時期，公司將擁有「足

夠的資金流」以滿足其業務需

求。這包括能夠在即將到來的

銷售季節購買新商品，以及償

還即將在 2020 財年和 2021 財

年到期的債務。

目前美國經濟正在逐步

重新開放，股市飆升。梅西首

席執行官 Jeff Gennette 表示：

「我們對新投資者在債券發行

中的強勁需求感到滿意，這使

我們能夠收緊定價並擴大發行

規 模。」Gennette 認 為， 梅

西現在應該能夠為「可預見的

未來」為其業務提供資金。

梅西最新的融資協議將於

2024 年 5 月到期，其中包括

一項今年 12 月下旬到期的 3
億美元短期融資，梅西可以要

求增加額外的 7.5 億美元。同

時，梅西進一步修改並大幅減

少了其現有的 15 億美元無擔

保信貸協議的信貸承諾，並計

畫利用債券發行和手頭現金來

償還該協議的未償還借款。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銀行在 6 月

8 日發表的《全球經濟展望》中指

出，疫情將使全球經濟陷入二戰後

最嚴重蕭條。另外，中國大陸經濟

受創程度最令人瞠目結舌。

受疫情的廣泛影響，世界銀行

預計今年全球經濟會下降 5.2%。

這是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

經濟衰退。這個預測是以全球經濟

在 6 月底開始重啟為基礎的。

世銀在 6 月 8 日發表的《全球

經濟展望》中指出，主要受到國內

需求供給、貿易和金融領域受到的

沉重打擊，發達經濟體將在今年

下降 7%；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

體，將面臨 2.5% 的下滑，這也是

這些國家在至少 60 年以來，第一

次全面產生的經濟縮減。這些國家

的人均收入將下降 3.6%，這意味

全球食品價格     
連續第四個月下跌

【看中國訊】據法廣（RFI）
報導，世界糧農組織發布的食品

價格指數顯示，由於疫情引發經

濟緊縮，市場呈現供應強勁而需

求疲軟的態勢。 5 月，全球食品

類商品價格連續第四個月出現下

跌，與 4 月相比，下降 1.9%，

為 2018年 12月以來的最低點。

數據顯示，世界糧農組織

乳製品價格指數較 4 月分下降

7.3%，較去年同期平均降低

19.6%，主要原因為受季節性供

應因素和進口需求走低影響。糖

類價格指數逆勢上揚，較 4 月上

漲 7.4%，收復 4 月分跌幅的一

半。穀物價格指數則較 4 月分下

降 1.0%。

神州系上市公司    
帶息負債規模達260億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

報導，在中國瑞幸咖啡爆出財務

造假醜聞後，高層同為陸正耀的

中國大型租車公司「神州租車」

也受連累，在神州租車 6 月 10
日公告，該公司董事會主席及非

執行董事陸正耀已辭去職務後，

又有最新消息指出，3 家「神州

系」上市公司的帶息負債規模，

已超過 260 億元人民幣，而陸正

耀所持的神州優車 2.7 億股股份

（約占公司總股本 10.05%），已

被司法凍結。

瑞幸咖啡、神州租車、神州

優車同為「神州系」上市公司，

神州系上市 3 公司的總市值僅有

大約 185 億元人民幣。

著數百萬人在今年將面臨極度貧困

問題。

報告指出，對全球貿易、商品

出口和外國金融體系擁有巨大依賴

的國家和地區，將遭受最強烈的經

濟衝擊，損失程度會因地區有所差

異。發展中經濟體的薄弱點，將被

外來的打擊無限擴大。

世界經濟今年不會好，中國

大陸也一樣。美國獨立諮詢機構中

國褐皮書（China Beige Book）國

際公司調查顯示，疫情對中國經濟

造成的重創前所未見，報告用瞠目

結舌來形容疫情造成的對經濟的衝

擊。中國褐皮書總裁米勒（Leland 
Miller）告訴自由亞洲電臺，復工

也不會讓第二季度的數字好看，挑

戰非常嚴峻。「我們的數據顯示，

復工不等於就能恢復成長」。這

位學者說，中國的企業倒閉剛剛開

始，失業潮很快來臨。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江蘇商人吳

昊說，接下來中國大陸民眾的生活

環境比一般人想像的還要差：「現

在中國是全民負債，尤其是年輕

人，八零後、九零後透支信用卡，

每一個人平均負債都達到三至五萬

元人民幣，有的更高，超過十萬

元，他現在失業，沒有收入，連信

用卡（帳）都還不起。」並且目前

國內很多民營企業瀕臨崩潰。

全球經濟陷蕭條 中國受創前所未見 財經簡訊

（Adobe Stock）

33% ～ 36%。

如果假設疫情對後 8 個月新增

就業影響程度保持不變，也即 1 ～

4 月新增就業的占比為 34.5%，那

麼今年全年依然可以實現 1026 萬

的新增就業。而城鎮新增就業目標

是 900 萬人，這不僅表明後 8 個

月就業壓力依然較大，也意味著政

府預留了一定空間。

6% 的調查失業率恐怕還不足

以反映真實的就業壓力。比如，今

年大學畢業生人數高達 874 萬，是

3 大就業重點群體之一，而今年考

疫情衝擊中國經濟，同樣就業

情況堪憂。

6 月 9 日，海通證券高級宏觀

分析師於博在報告中寫道，就業形

勢依然嚴峻。 4 月分，城鎮調查失

業率依然位於 6% 的高位，比去年

同期高出整整 1 個百分點。而 1 ～

4 月分的城鎮新增就業僅為 354 萬

人，較去年同期下滑了 23%。

報告認為，從政府預期目標

的調整不難看出就業形勢嚴峻。

今年城鎮新增就業目標下調到 900
萬人，這是 2009 年以來的首次

下調，而城鎮調查失業率目標也

上調到 6%。而歷史經驗表明，

1 ～ 4 月城鎮新增就業占全年的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疫情大流行重創全球經濟，

北京當局日前宣布暫停 77 個國

家和地區債務償還，但是受創更

嚴重的中國經濟，官方並不願意

拿出真金白銀救急。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6
月 7 日發布有關疫情的長篇白

皮書，有兩個方面引起外界的注

意：一是這份白皮書為官方對疫

情的處理措施辯護，二是宣布暫

停 77 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債務

償還。

雖然北京沒有列出這 77 個

國家的名單，但是根據國際組織

對各國經濟情況的統計，這些國

家絕大部分應該位於非洲撒哈拉

以南和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

中國白皮書也沒有透露這

些國家債務償還的金額總數。不

過，據世界銀行統計，目前世界

上最窮困國家 2020 年要向其他

政府和官方債權人還本付息 140
億美元，同時還要償還銀行和其

他私人債權人數百億美元。

根據美國之音 6 月 10 日報

導，北京的經濟觀察人士仲大

軍認為，暫停這些貧困的債務國

償還債務是北京的無奈選擇。他

說：「收不上債來，一些國家窮

得沒錢還，不暫緩怎麼辦呢！北

京政府就是給個名義而已，實際

上已經成了壞帳。」

仲大軍認為，北京暫停外國

債務償，還是為了外交需要而付

出的代價。而這一沉重的代價最

終會轉嫁到中國老百姓的身上。

但從中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

及官員發文來看，管理政府「錢

袋子」的財政部，似乎不想拿出

真金白銀來對中國經濟和百姓救

急，成為只拔一毛的「鐵公雞」。

研究所報名人數增幅高達 16.3%，

也從側面印證了就業形勢的艱難。

真實的就業壓力可在 3 個方

面顯現：一是退出勞動力市場的群

體，如大量的農民工返鄉之後並未

返城，估算這部分群體人數超過

2600 萬人；二是新增失業群體，

估算這部分群體人數超過 300 萬

人；三是在職未上班群體，估算超

過 1400 萬人。

報告認為，兩類行業人力成本

占比較高：一類是以非銀金融為代

表的現代服務業，以及以計算機、

國防軍工為代表的高端製造業；另

一類是以休閑服務、紡織服裝為代

表的勞動密集型行業。

從多個渠道傳出的信息來看，

在疫情影響下，史無前例的失業

大潮正在中國蔓延。但非官方的失

業率估計遠遠高於官方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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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真實就業壓力來自何方？ 77國債務成壞帳 
北京難以避免更大的危機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疫情

衝擊中國經濟，就業情況堪憂，失

業率也被學界討論。6月9日，海
通證券發布研究報告進行了分析。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