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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北京官宣糧食自給自足

疫情疊加蟲災      
或引發糧食供應失衡

據路透社報導，巴西是主要大

豆出口國，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大

豆消費國。因 2 月在巴西當地大

豆收成及出口延滯，導致抵達中國

的大豆船貨少於預期。中國海關 4
月 14 日公布數據顯示，3 月中國

大豆進口 428 萬噸，較去年同期下

滑 13%，為 2015 年 2 月以來最低

水平。受疫情影響，近期全球幾個

主要糧食出口國開始限制農產品出

口，令全球部分農產品價格持續走

高，同時市場出現了搶購現象。

《期貨日報》報導，進入 4 月以

來，中國大豆與玉米市場價格開始

走高，部分糧商對主產區糧源的搶

購日益嚴重。

中央社報導，非洲正面臨新一

波蝗災，規模約是此前的 20 倍，

非洲數百萬人恐陷入飢荒。消息再

度引發市場對糧食安全的擔憂。

「糧食自給自足」？   
全球搶購稻米和豬肉

關於中國糧食安全問題，3 月

底，中國糧油信息中心經濟師王

遼衛在接受官媒採訪時表示，中國

糧食儲備充足，能夠自給自足。小

麥、稻穀等口糧品種庫存，處於歷

史最高水平。而中國進口的大米僅

占大米消費總量的 1%。

但據《自由時報》引述台灣農

委會主委陳吉仲表示，因為東南亞

國家採取了許多農產品管制出口，

包括：印度、柬埔寨、緬甸，越南

等稻米出口國，開始採取出口配

額，中國大陸 3 月底在全世界大量

採購了五千萬公噸的稻米。

北京官方一邊對百姓稱糧食不

依賴進口，一邊卻在全球大量採購

稻米，而且豬肉也成為全球採購的

重點。路透社 4 月 15 日報導，中

國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豬肉消費國，

在非洲豬瘟導致生豬存欄大幅下

跌，並疊加疫情的影響，中國的進

口商需要填補巨大的供應缺口。

根據中國海關公布的數據顯

示，3 月豬肉進口同比激增將近兩

倍，一季度進口豬肉 95.1 萬噸，

增加 1.7 倍；進口牛肉 51.3 萬噸，

增長 64.9%。而今年首季，中國從

美國進口豬肉總量為 16.8 萬噸，

比去年同期增長 6.4 倍；進口美

國豬肉總貨值高達 30.4 億元人民

幣，按年增長 17 倍。

此前因豬肉產量大幅下降，豬

肉價格也屢創紀錄高點。在進口成

本倍增的情況下，中國今年豬肉價

格並不樂觀。

中國會不會缺糧？

中國農業農村部預測，2020
年中國的糧食缺口為 1 億噸以上。

而中國商務部 4 月 2 日稱，中

國小麥、玉米、大米三大主糧庫存

完全可以實現自給自足，不進口也

不會導致國內糧食供給短缺。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

員余永定對《財經》表示：「過去糧

庫造假的故事，我們聽說過不少。

現在能不能進行一次全國糧庫的大

疫情下，中國大陸在全球大規模採購生活物資。（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中

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

炎）疫情全球蔓延，數個主要糧食

出口國開始限制農產品出口，或引

發全球範圍糧食供應失衡。北京官

方說「糧食自給自足」的同時，在

全球加速採購稻米、豬肉等生活物

資。中國會不會缺糧？仍是百姓最

為關注的問題。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

中國海關公布 3 月及一季度貿易數

據。受疫情影響，中國首季貿易出

口萎縮 11.4%，對美貿易出口下跌

18.3%。經濟學家認為，雖然 3 月

數字較 1 ～ 2 月有所改善，但第二

季進出口並不樂觀。

4 月 14 日，中國海關總署公

布數據顯示，按美元計，繼 1 ～ 2
月出口下降 17.2% 後，3 月，中國

出口同比下降 6.6%。

按人民幣計算，第一季度，

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同比下降

6.4%，其中出口下降 11.4%，進

口下降 0.7%。

一些沿海外貿大省受疫情影響

較大，如廣東、江蘇兩省均出現兩

位數下滑。其中機電產品、手機等

重點行業出口，下降超過 10%。

在對美國貿易方面，中國第一

美財政部與航空業者 
達成250億紓困協議

【看中國訊】根據中央社報

導，疫情衝擊經濟，美國財政部

長姆努欽 4 月 14 日與美國大型

航空公司達成 250 億美元的紓困

協議。紓困目的是協助航空公司

繼續發薪，避免僱用 75 萬人的

航空業走向破產。

財政部與 10 家航空公司達

成了協議，包括美國前 4 大航

空：達美航空（Delta）、美國航

空（AA）、聯合航空（UA）和

西南航空（Southwest）。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財政部

與航空業者達成協議，意味「我

們的航空公司現在處於好的狀

況，會熬過這一段艱困時刻，那

並非他們自己造成」。

中國586家銀行可能 
遭遇「災難式崩盤」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報

導，國際貨幣基金（IMF）敲響

受疫情衝擊的金融風險警鐘，並

預估中國即使在政策刺激和企業

復工後，其今年經濟增長預計僅

剩 1.2%，這意味著中國央行去年

壓力測試被列為「高風險」的 586
家銀行可能遭遇「災難式崩盤」。

根據中國央行，中國「高風險」

金融機構占比逾 13%，多達 586
家；就 30家大中型商銀的壓力測

試結果顯示，在重度衝擊（經濟

增長率降至 4.15%）的情境下，

有超過一半未通過測試。這意味

著一旦中國經濟增長率大幅下滑

至 IMF 預估的 1.2%，其金融體

系可能遭遇「災難式崩盤」。

季度對美出口下降 23.6%，貿易總

值則同比下降 18.3%。在自美國進

口方面，中國海關數據顯示，今年

首季中國從美國一共進口了 781 萬

噸大豆，價值 218.8 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 210%；三個月進口美國

豬肉總量為 16.8 萬噸，比去年同

期增長 640%；自美國進口的棉花

量為12.4萬噸，按年增長43.5%。

中國一季度對歐盟和日本的進

出口下滑幅度也比較大，下降程度

分別為 10.4% 和 8.1%。而中國對

東盟的進出口則同比增長 6.1%。

雖然中國 3 月的進出口情況較

前兩個月略有改善，但經濟學家對

未來的數字並不樂觀。

《蘋果日報》引述瑞穗證券亞

洲駐香港經濟學家周雪表示，中國

3 月出口表現好於預期，是因為大

部分訂單的取消是從 3 月中才開始

的，並不是從月初，所以這個出口

下滑的影響尚未完全反映在 3 月的

數字中。而第二季的數據就可能會

糟糕得多。

澳新銀行（ANZ）經濟學家

邢兆鵬對《華爾街日報》表示，今

年前兩個月中國受疫情影響，有些

產品未能得到交付，這部分產品

在 3 月出貨，因此提振了 3 月的出

口。他預計中國第二季度出口將同

比下降 20% 左右。

中國首季貿易出口萎縮 Q2不樂觀 財經簡訊

（Getty Images）

據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協會日前

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 年 3
月，中國共計銷售各類挖掘機械產

品 4 萬 9408 台。

去年 3 月，中國挖掘機銷量曾

創下當時的銷量最高紀錄 4萬 4278
台，最新數據在原紀錄基礎上增長

了 11.6%。

挖掘機被視為工程機械行業的

風向標。

此 前 在 今 年 1 月 和 2 月，

中國國內市場挖掘機銷量分別為

7758 台和 6909 台，同比分別下降

近期，北京當局的各類會議都

在強調加快復工、復產，如何讓中

國經濟復甦，對決策層是一個嚴峻

的考驗。

據獨立智庫天鈞政經認為，經

濟學界經常把投資、消費和外貿出

口，看作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

馬車」。

現在，外貿出口和消費已經無

望，投資也奄奄一息，並且投資的

邊際效應遞減，越來越難以對經濟

產生正向作用。但是北京當局正試

圖「加大基建投資 + 消費券」模

式來刺激經濟。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

導】疫情從中國蔓延全球，在經

濟領域，對全球產業鏈造成嚴重

衝擊。而出口大國中國也因此面

臨巨大的危機。近期，在中國媒

體報導中，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和

學者強調要「活下去」。

疫情持續，外貿和經濟數字

也預示著萎縮的情況將持續，越

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和學者在喊

要「活下去」。「活下去」三個

字已不再是一個口號，而是映疫

情下，企業的艱難現狀。

中國知名福耀集團董事長曹

德旺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說：

「中國經濟受進口和出口影響很

大，一定要未雨綢繆。活下去是

硬道理，我們首先要能夠活下

來，要高度重視糧食問題。」

根據網易新聞引述中國社科

院委員余永定表示：「中國大多

數產業都形成了跨區域的很長的

供應鏈。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個環

節出了問題，整個產業鏈就無法

運轉。

總之，在人流、物流中斷導

致產業鏈中斷的情況下，無論需

求狀況如何，經濟增長速度下降

甚至出現負增長是當然的。在這

種情況下，實施旨在刺激有效需

求的宏觀政策是無效的。」

不僅僅是中小企業，在出口

轉內銷困難的情況下，全球經濟

狀況仍將左右中國外貿整體行業

的命運。

4 月 13 日，中國社科院委

員李揚對《財經》表示，要做好

應對經濟長期衰退的準備，並強

調只有「活下來」，才有希望。

在疫情蔓延期間，政策的重點不

是刺激經濟，而是要維持企業生

存和百姓的就業。

23.5% 和 60%。

據《每日經濟新聞》4 月 13 日

報導，蘭格鋼鐵研究中心分析師王

靜表示，主要大型工程復工依然略

顯不足，所以後期隨著各項工程的

快速推進，挖掘機的銷量還有較大

的增長空間。

二季度工程機械市場將快速升

溫，主要是因為疫情影響，造成很

多工程進度嚴重滯後，市場存在趕

工需求，所以挖掘機銷量有可能超

出市場預期，目前預計二季度挖掘

機市場銷量有望同比增長 40%，

其中4月分銷量更有望增長50%。

日本日立集團預計中國將出

現一波基建潮。日立表示，其在中

國電梯工廠已經復產，並預計隨著

各個城市解除封鎖，中國建築行業

將出現反彈。日立從事眾多製造業

務，包括：核電站、高鐵等。

不過，中國經濟近年來持續

下滑，具體如何復甦仍有待觀察。

陸經濟復甦要走基建投資老路 中國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和
學者喊要「活下去」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中

國工程機械工業協會發布的數據顯

示，3月挖掘機銷量4萬9408台，
創歷史紀錄。各界認為，北京當局

又要走大規模基建投資的老路，來

拉動中國經濟增長。

（Adobe Stock）

調查？徹徹底底地用高科技手段看

看我們的糧食到底有多少？能堅持

多長時間？」

目前糧食儲備尚有待核實，在

前有疫情，後有蟲災的威脅下，中

國今年的糧食種植是否有保障？也

成為網友關注的問題。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 4 月 14 日

引述一篇名為〈三個月內把荒地全

部耕種起來，否則將有數億人餓

死〉的文章。該署名「吳輝」的文

章已引發不少網友關注。文章寫

道：「如果糧食來自進口，別說斷

糧餓三個月，十天我也餓不了。糧

食本來應該分散儲存在老百姓手

裡，因為分散儲存肯定比集中儲存

更加安全。」

文章中反覆強調，要百姓三

個月內開始開墾種糧以用來自

救。「3 月 31 日，我接受《南華

早報》採訪，並提出兩個核心主

張：第一、四分之一的農田荒蕪，

糧食不知道從哪裡來的；第二、

3 個月之內，必須把所有荒地耕

種起來。」「現在這麼捂著，全民

裝傻，結果是突然穿幫，猝不及

防。」「三個月之內，我們必須把

所有撂荒的耕地全部耕種起來，

這是我們逃生的唯一機會！」

遼寧省的一位農民李女士對

自由亞洲電臺表示，現在她們那裡

的大量耕地已無人耕種，年輕人不

種地，沒工作，天天打牌，也不會

種地。在農村種地的都是六十歲以

上的老人，還有八十多歲的老人。

「天天講政治、講疫情，疫情完了

就是糧荒，今年估計有三個月沒有

糧食吃，春天不種地，冬天就要被

餓死。糧荒就是你有錢買不到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