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洽詢專線：212-730-6963

看財經A4 www.kanzhongguo.com

投稿與反饋：kzglife@kanzhongguo.com   

公元2020年6月26日—7月2日  第748期

三文魚後 輪到大豆揹黑鍋？

根據中國海關 6 月 23 日公布

的數據顯示，5 月大豆進口 938
萬噸，較去年同期增長 27.7%；

1 ～ 5 月累計進口 3388 萬噸，同

比增長 6.8%。顯示儘管全球疫情

陰霾尚未消退，但中國仍在加緊

購買步伐。

中共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

此前表示，中國 5 月原油和大豆

進口激增，是企業根據國際市場

變化和國內生產需要、按照市場

化原則開展的進口。

巴西本幣貶值、大豆出口意

願增強等因素，也推動了中國大

豆進口的增長。

中方買家要求      
美大豆出口商簽保證書

據路透社 6 月 23 日報導，美

國大豆出口協會（USSEC）的一

名官員表示，中方大豆買家要求

出口商簽署保證書，確保出口的

大豆沒有受到病毒汙染。

美國大豆出口協會中國首席

代表張曉平表示，確保大豆未受

病毒汙染的要求來自海關，「已經

要求中國進口商保證大豆是安全

的，最近幾天進口商要求大豆出

口商做出這樣的保證。」

張曉平稱，目前還不清楚有

多少家美國出口商簽署了這樣的

保證書。

一家跨國貿易公司駐中國的交

易員表示，該公司已經收到大量來

自中國大豆壓榨企業的信函，要求

承諾所供應的船貨未感染病毒。不

過這家跨國貿易公司尚未簽署任何

保證書，正尋求本國政府的指導意

見。多數國際權威機構表示，沒有

證據表明該病毒可以通過食物傳播

給人。

中方停止進口美泰森禽肉

在 6 月 21 日，中國海關的公

告顯示，將停止從美國一家工廠

進口家禽（註冊號為 P5842 的禽

肉屠宰企業產品）。

這家工廠位於阿肯色州的斯

普林代爾，歸美國泰森（Tyson）
食品公司所有。

美國泰森食品公司的發言人加

里 · 米克爾森（Gary Mickelson）
表示，公司正在調查這一問題。

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路

透社：「需要注意的重點是，世界

衛生組織、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美國農業部和美國食品藥品管理

局都認為沒有證據支持與食品相

關的病毒傳播。」

泰森食品（中國）官方微博

6 月 22 日發布聲明稱，海關總署

發布公告以後，「泰森中國」立即

進行排查，以確保「泰森中國」未

曾從該禁止輸華企業進口任何雞

肉類產品。

「泰森中國」目前在中國市場

銷售的雞肉產品，均來自中國自

有產業鏈，消費者無論在任何正

規渠道購買的泰森雞肉產品，均

可通過產品標籤識別產地。

「泰森中國」的公告發布後，

對於中國民眾的疑惑「冷凍的也

ok 吧？雞腿、肉丁呢？」「請問

之前山姆買的可以正常吃嗎？」

「泰森中國」再次回覆稱：「目前

大家能買到的產品都是我們國內

自己生產加工的，請放心食用。」

中方買家要求美國大豆出口商簽署保證書，保證貨物未受病毒的汙染。（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海關6月23日公布的數據顯
示，5月大豆進口較去年同期增
長2 7 . 7 %。美國大豆出口協會
（USSEC）的信息表明，中方
買家要求美國大豆出口商簽署保

證書，保證貨物未受中共病毒

（SARS-CoV-2）的汙染。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6 月 23 日，中國央行在香港成功

發行了 100 億元 6 個月期人民幣

央行票據，中標利率為 2.21%。

年內已經發行了 800 億央票，央

票實質上是央行發行的債券，回

收離岸人民幣流動性。

根據中國央行公告，6 月 23
日，通過香港金融管理局債務工

具中央結算系統（CMU）債券投

標平臺，招標發行 2020 年第六期

中央銀行票據。

第六期中央銀行票據期限 6
個月（182 天），為固定利率附息

債券，到期還本付息，發行量為

100 億元（人民幣，下同），起息

日為 2020 年 6 月 29 日，到期日

為 2020 年 12 月 28 日，到期日

遇節、假日順延。

根據公告，第六期中央銀行

蘋果電腦自製芯片  
成本可降40%到60%

【看中國訊】根據中央社報

導，蘋果公司（Apple）將以自

製 Apple Silicon 芯片配置在年

底推出的新電腦，引發市場關

注。分析師預期，蘋果自行研發

Mac 電腦用處理器，成本可減

少約 40% 到 60%。

蘋果日前宣布，將以自製的

Apple Silicon 芯片配置，在年

底推出功能更強的新電腦，這是

蘋果電腦自 2006 年來最大的改

變，不再使用英特爾（Intel）芯

片，改以安謀（ARM）為架構

的微處理器自製晶片，生產蘋果

電腦，接著以 2 年時間進行轉

換，讓開發者有時間對於應用程

式做轉換。

中國人均負債13萬元 
家庭負債率近56%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

報導，近年來中國出現過度消費

的問題，加上購房負擔，導致負

債率上升，儲蓄率下降。根據統

計，中國人均負債金額高達人民

幣 13.34 萬元，總負債金額超過

200 萬億，去年底家庭負債率已

逼近 56%。

蘇寧金融研究院的數據顯

示，中國家庭負債率持續上升，

1996年時為 3%，2003年時增至

18%，2019 年底升至 55.8%。逐

年升高主要因為多數民眾收入不

足，卻過度消費，加上購房負擔

過重。截至今年 3 月，中國家庭

貸款金額達 56.5 萬億元，房貸就

占 30萬億元。

票據面值為人民幣 100 元，採用

荷蘭式招標方式發行。這是今年

以來央行第四次發行央票，累積

發行六期。

央票實質上是央行發行的債

券，主要對市場流動性進行雙向操

作和控制。央行離岸發行央票，一

方面是拓寬公開市場操作的渠道，

豐富央行交易對手；另一方面，央

行發行離岸央票可以起到穩定市場

預期的作用，進而支撐人民幣匯率

回升。

中國央行回收離岸人民幣流

動性，提高離岸市場利率，抬高

做空人民幣的成本，從而達到干

預匯率的目的。

2 月 13 日，央行招標發行

2020 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央銀行

票據。其中，第一期中央銀行票據

期限 3 個月（91 天），發行量為

200 億元；第二期中央銀行票據期

限 1 年，發行量為 100 億元。

3 月 26 日，央行招標發行

2020 年第三期中央銀行票據，期

限 6 個月（182 天），發行量為

100 億元。

5 月 14 日，央行招標發行

2020 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銀行

票據。其中，第四期中央銀行票據

期限 3 個月（91 天），發行量為

200 億元；第五期中央銀行票據期

限 1 年，發行量為 100 億元。

央行已在港發行8百億央票控制人民幣 財經簡訊

（Getty Images）

收紅，納斯達克指數再創新高。

道瓊工業指數上漲 131.14 點，或

0.5%，以 26156.1 點收盤；標準普

爾指數上漲 13.43 點，或 0.43%，

以 3131.29 點收盤；納斯達克指數

上漲 74.89 點，或 0.74%，收盤於

10131.37 點。

在接受美國福克斯財經新聞網

（Fox Business Network）採訪時，

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表

示，北京當局實際上已經改變了策

略，採取了更積極的行動來落實美

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6 月 23 日，川普總統稱，美

國與北京當局所達成的第一階段協

議沒有出現變化。白宮國家經濟委

員會主任庫德洛同時表示，美中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不但沒有發生變

化，而且實際上北京當局還在某些

領域採取了建設性的行動。

儘管美國境內確診患者人數

增加，但華爾街投資人聽聞美中貿

易協議未變，以及美國、歐洲統

計數據顯示，經濟增長與復甦的

希望。因此，6 月 23 日美國股市

【看中國訊】在美國納斯達

克上市的中國連鎖咖啡品牌瑞

幸，於今年初爆出財務造假問

題，瑞幸咖啡並在 5 月收到納斯

達克交易所的退市通知。而該公

司 6 月 23 日最新表示，受疫情

等原因影響，無法提交 2019 年

年度報告，因此收到第二封納斯

達克的退市通知。

據《自由時報》報導，瑞幸

咖啡曾在 5 月 15 日收到納斯達

克交易所的退市通知，瑞幸對此

表示，公司計畫舉行聽證會，在

聽證會結果出爐前，將繼續在納

斯達克上市。聽證會則通常在交

易所收到聽證請求後的 30 至 45
天舉行。

不過，瑞幸咖啡 6 月 23 日

最新稱，因未提交 2019 年的年

度報告，所以再次收到納斯達

克的退市通知。

該公司表示，一直在探索

盡快提交年報的方法，瑞幸咖

啡將還未提供年度報告的原因

歸咎於疫情導致財務報表製作

延遲，以及公司內部調查尚未

結束。

而瑞幸咖啡在宣布此消息

後，盤前股價下跌超過 13%。

1 月 31 日， 美 國 大 空 頭

「渾 水」（Muddy Waters） 指

出，該機構收穫 1 份長達 89 頁

的匿名報告，爆出瑞幸咖啡自

2019 年第 3 季起，就存在捏造

公司財務和運營數據的行為。

消息傳出後，瑞幸咖啡的股價

立即應聲暴跌。

4 月 2 日，瑞幸咖啡承認在

2019 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內

存在偽造交易行為，涉及銷售額

達 22 億元人民幣。 4 月 7 日，

公司股票宣布停牌。

庫德洛說：「他們實際上正做

得更好。」「這不僅僅是購買商品，

購買量也正在增加。」北京當局的

行動也擴大到盜竊知識產權方面的

問題，這是結構性問題之一。對於

美國與北京當局關係來說，盜竊知

識產權問題一直以來是最敏感的議

題之一。

美國之音 6 月 24 日報導，在

6 月 23 日一個公開場合中，美國

財政部長姆努欽表示，美國與北京

當局所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要

求，中國大陸大幅增加採購美國商

品、能源和服務產品等，他期望北

京當局能夠履行貿易協議的條款。

姆努欽說：「如果我們能在公

平的環境下與中國競爭，這對美國

企業和美國工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

機會，因為中國擁有龐大的、不斷

增長的中產階級。但如果我們不能

在公平的基礎上參與競爭，那麼你

就會看到脫鉤將繼續。」

川普稱美中貿易協議沒有變化 瑞幸咖啡收到納斯達克   
第二封退市通知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導】6
月23日，美國總統川普與白宮國家
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均表示，美

中已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沒有

發生變化。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也

公開稱，如果北京當局不允許美國

公司在中國市場中進行公平競爭，

那麼將導致美中經濟脫鉤。
（Getty Images）

北京疫情甩鍋三文魚

自從北京疫情從新發地批發

市場爆發以來，北京市正處於部

分封鎖狀態，中國海關則加強了

對進口食品的審查。此前官方稱

三文魚砧板上檢測出病毒，來源

歐洲方向。

挪威海產推廣協會 6 月 16 日

發聲明表示，北京官方信息尚未

確認，請勿將三文魚或其他相關

食品做不必要的聯結與臆測。

挪威食品安全局指出，尚無

案例證明病毒可借由受汙染的食

品和水傳播。根據目前對此病毒

傳染性的瞭解，人類不可能自魚

類食品感染。

中國民眾一時「聞三文魚色

變」，多家主要賣場、超市連夜下

架三文魚。許多業內人士則坦言，

餐廳用國產淡水虹鱒冒充三文魚。

而虹鱒是淡水魚，並且有寄生蟲，

根本不宜生吃。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唐新元

認為，國產淡水虹鱒冒充進口三

文魚，這和「泰森中國」的公告一

樣，即中國民眾食用的均為中國產

品。而北京當局想將疫情防控不利

的責任推卸給境外輸入的打算也落

空，接下來該算計把「黑鍋」甩給

誰了。 6 月 22 日，中國國家衛健

委疾病預防控制專家委員會專家

吳浩對官媒稱，警報隨時都可能

再次拉響，不一定在北京，在全

國各地都有可能。

從來自北京官方專家和官媒的

信息來看，似乎爆發的疫情嚴重程

度超出外界認知。那麼，現在輪到

大豆揹黑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