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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棄GDP翻番目標 美原油期貨價格
首現負值

中國經濟不斷下滑，在中美

貿易戰發生之後，經濟下滑速度加

快。現在，疫情嚴重衝擊中國經

濟，遠超 2003 年 SARS 和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

4 月 17 日，中國國家統計局

公布 2020 年第一季度 GDP（國

內生產總值）同比下跌 6.8%，這

是自 1976 年官方開始發布經濟增

長數據以來首次錄得負值。

官方數據顯示，一季度國內

生產總值 206504 億元（人民幣，

下同），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下

降 6.8%。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

加值 10186 億元，下降 3.2%；第

二產業增加值 73638 億元，下降

9.6%；第三產業增加值 122680 億

元，下降 5.2%。

4 月 17 日召開的中共政治局

會議提出，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

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

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

運轉這「六保」。

4 月 21 日，據中國官媒報導

稱，中國經濟經歷最低的增長速

度，與此對應，中國城鎮調查失業

率也升至該指標發布以來的最高水

平，2020 年 1 至 3 月分，分別為

5.3%、6.2% 和 5.9%。

疫情擴散，國際訂單消失，中

國大陸各地企業紛紛復工又停工，

倒閉企業和失業者激增，而官方至

今沒有實行有效的救濟措施。在巨

大的經濟壓力下，網傳視頻顯示，

有的民營企業老闆怒砸機器，甚至

有企業主放火燒工廠。

4 月 21 日，中國財政部公布

2020 年 1 ～ 3 月中國國有及國有

控股企業經濟運行情況：1 ～ 3 月

國有企業利潤總額 3291.6 億元，

同比下降 59.7%。其中，中央企

業利潤總額 2972.3 億元，同比下

降 49.1%；地方國有企業 319.3 億

元，同比下降 86.3%。

從民營企業到國有企業都受到

疫情的嚴重衝擊，中國經濟停止再

重啟之路更艱難。

北京當局在 2020 年要實現各

個目標：十三五收官之年（2020
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

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

中國社科院在 2019 年 12 月

研究認為，中國 2020 年經濟增長

保持 6% 左右的增速才能夠實現兩

個翻一番目標，即到 2020 年底實

現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城鄉

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結合經濟數據和官方智庫的分

析來看，官方的目標無法達成。

曾擔任過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賀鏗認為，政治局

會議刪除了「努力完成全年經濟社

會發展目標任務」的闡述，新提出

了「六保」，說明今年經濟社會發

展的目標任務有重大調整。

路透社報導，賀鏗稱：「原來

確定的主要目標任務是建成全面小

康社會。全面小康社會的核心指標

是在 2010年基礎上GDP翻一番。

但是，一季度經濟急速下行 GDP
同比下降 6.8%，今年翻番顯然不

可能。當前最突出的問題是復工復

產困難，失業問題突出。」

北京當局要放棄GDP到年底比2010年翻番的目標。（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中

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

炎）疫情對中國經濟影響深遠，民

營企業哀鴻遍野，國有企業利潤也

驟降六成。官方口徑從「六穩」變

化成 「六保」，財經官員認為，
北京當局要放棄GDP到年底比
2010年翻番的目標。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

報導】4 月 20 日，美國原油

期貨價格首次跌至負值，每桶

價格最低至 -37.63 美元，反

映疫情令全球經濟停擺，導致

原油市場儲油空間承壓，交易

商無法繼續囤積。

五 月 西 德 州 中 質 油

（WTI）期貨合約 4 月 17 日

價格還是 18.27 美元，4 月 20
日結算價暴跌至每桶 -37.63
美元，但 4 月 21 日原油價格

又回升至正值。

疫情還尚未結束，期貨油

價的暴跌令市場的恐慌情緒重

新復燃。

根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 表示，4.20 的原油期貨

價格暴跌，甚至出現負值，這

表明生產商倒貼錢也讓買家把

油運走。而 5 月分交割的原油

價格出現最大負值是因為這筆

期貨第二天 4 月 21 日就要過

期了。

據高盛全球商品研究主管

柯里（Jeffrey Currie）預計，

這場油價波動至少持續至 5 月

中旬。

彭博社 4 月 21 日報導，

川普總統在白宮記者會表示，

期貨油價跌至負值只是暫時

的，但他也認為「現在是購買

石油的好時機」。

他表示將審視一項提案，

考慮停止從沙特購買原油，以

支持美國國內的石油產業，並

希望美國國會可以批准這項提

案。「我們正在填滿美國的石

油儲備」。「而且我們尋求購

入多達 7500 萬桶石油作為戰

略儲備」。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

在疫情導致中國房地產市場急速降

溫之後，進入 3 月，深圳千萬豪宅

「秒光」的新聞頻頻出現。而中國

其他地區，包括另外三個一線城市

的房地產市場情況卻與深圳截然不

同。深圳房地產市場為何異動，引

發消費者和外界關注。

近日，媒體披露深圳房地產市

場火熱的背後，出現利用疫情期間

的優惠政策，以新房做抵押，獲得

低價貸款而套現等炒房因素。

從 3 月初開始，在大多數房企

喊要「活下去」、紛紛降價之際，

網絡媒體上開始出現深圳千萬豪宅

「秒光」、「日光」的新聞，令消費

者困惑。

4 月 16 日，中國國家統計局

發布數據顯示，北上廣深 4 個一線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

中國官員：第二季豬肉
供給面臨最艱難時期

【看中國訊】疫情尚在持

續，非洲豬瘟疫情在中國大陸再

度復燃。中國農業農村部畜牧獸

醫局局長楊振海日前表示，今年

第二季中國豬肉供應將面臨「最

艱難局面」，並指豬肉價格漲勢

或會持續，直到今年第四季度。

據彭博社估計，從 2018 年

非洲豬瘟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已

經有近一半的豬隻消失。當局官

員早前也承認，僅靠外國進口已

無法彌補需求缺口。供應短缺令

中國豬肉價格不斷創新高。

楊振海指，中國豬肉供給的

緊張情況可能要到 7 月才會緩

和，而中國豬肉價格漲勢可能要

等到第 4 季才會回落。

被美列黑名單後    
科大訊飛承認成本暴增

【看中國訊】中國著名語音

軟件公司「科大訊飛」（iFlytek）
被美國指控協助中共迫害人權，

而被列為黑名單。該公司 4 月

22 日發布 2019 年全年及今年第

1 季財報，並承認自去年 10 月

遭美國列黑名單後，科大訊飛的

獲利受到明顯衝擊，為此增加了

近 9 千萬元人民幣成本。

科大訊飛 2019 年營收增

27%，淨利至 8.1917 億元，但

同時公布的 2020 年第 1 季財報

卻顯示，第 1 季營收較 2019 年

同期衰退 28% 至 14.08 億元，

且淨虧損達 1.3144 億元。科大

訊飛承認，因被美國列為黑名單

而多支出了8953.8萬元人民幣。

升 0.2%。其中，深圳漲幅最大，

環比上漲 0.5%，上海和北京則是

微漲或基本持平，廣州新房價格出

現下降。

而同日公布的二手房價格數據

中，深圳的漲幅成為全國第一，二

手房價格同比上漲 9.7%，環比上

漲 1.6%。

路透社報導指出，深圳房地產

市場火熱的背後，除了與城市自身

競爭力有關，還有兩個原因，一方

面是深圳當地的購房政策在首付資

金方面要求更放鬆一些，允許信用

貸款來作為首付資金。

但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利用疫情

期間的貸款政策和優惠利率。部分

購房者成立小微企業，做好流水，

來向銀行申請抵押貸款或經營貸

款，套取銀行資金。

《證券時報》報導，銀行在做

抵押貸款時要審核企業資質，企業

也須提供一系列文件，包括：申請

者名下公司營業執照、相關資產證

明、銀行流水記錄、購銷合同等。

有中介人員向媒體透露：「購

銷合同也可以花錢購買，其實這些

資料都是為了滿足監管層相關要

求，保證資金出去表面不違規。」

事件被爆光後，有網友表示：

「只有打擊房地產，實體經濟才會

搞得好，資金才會流向製造業！」

疫情下 深圳樓市的金融遊戲開始 財經簡訊

（Adobe Stock）

支付。發行定位上，DC/EP 是替

代基礎貨幣的（紙鈔和硬幣）。

《每日經濟新聞》報導，中國

央行數字貨幣不計付利息，可用於

小額、零售、高頻的業務場景。具

有法償性，也就是說，不能拒絕接

受數字貨幣。

傳統電子支付在沒有信號的環

境中無用武之地，而 DC/EP 不需

要網絡就能支付，因此也被稱之為

收支雙方「雙離線支付」。

報導進一步提到：「雖說支付

寶微信體量是足夠大，但是也不排

據《科創板日報》報導，江蘇

省蘇州市相城區是中國央行數字貨

幣的重要試點地區。蘇州相城區各

區級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通過工商

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建設

銀行這四大國有銀行代發工資的工

作人員，將在 4 月分完成央行數字

貨幣（DC/EP）數字錢包的安裝工

作。 5 月，其工資中的交通補貼的

50% 將以數字貨幣的形式發放。

據官方解釋，中國央行發行數

字貨幣還跟別的數字貨幣不一樣，

它的英文簡稱叫做「DC/EP」。

DC=digital currency是數字貨幣；

EP=electronic payment 則是電子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據路透社 4 月 21 日報導，美國

政要力勸總統川普中止聯邦退休

金投資中國企業中興通訊及海康

威視。去年已有參議員提交類似

議案，對危害美國安全和侵犯人

權的中國企業封禁。

報導稱，美國一些議員和

前官員正在做最後努力，此次遊

說活動包括：共和黨人的來信和

電話，以及與白宮幕僚長米道斯

（Mark Meadows）共享的一份

措辭犀利的備忘錄。他們正在規

勸川普政府中止把聯邦雇員退休

金投資於中企的計畫，因為這些

企業侵犯人權和威脅美國安全。

里根時代白宮擔任國安委

國際經濟事務高級總監的羅伯遜

（Roger Robinson） 寫 道：「難

道我們很快，就要眼睜睜看著聯

邦員工實質上被迫拿他們的退休

金去資助多家中國最惡名昭彰、

危害國家安全及人權的企業？」

節儉儲蓄計畫（TSP）的管

理者是否應該允許其 500 億美元

的國際基金追蹤一個包含中國公

司股票的指數，這是目前問題的

焦點。其中，包括去年被美國列

入貿易黑名單的監控設備公司杭

州海康威視，以及曾因違反制裁

措施而遭美國政府懲處的中興通

訊。解決這個問題迫在眉睫，因

為 TSP 的基金管理人士已經開始

設立海外代管帳戶，為 2020 年

下半年預定的投資操作鋪路。

美國聯邦退休節儉儲蓄投資

委員會管理提供給聯邦政府雇員

和軍方人員的節儉儲蓄計畫，類

似私人部門的 401（k）退休儲

蓄計畫。截至 2019 年 7 月，美

國聯邦退休節儉儲蓄投資委員會

管理的資產近 6000 億美元。

除破產的可能性，畢竟商業銀行也

會破產……對於監管層來說，必須

做到未雨綢繆。」「兩到三年時間

會有 30% 至 50% 的基礎貨幣被央

行數字貨幣替代，基本實現央行數

字貨幣全國範圍推廣，平常的現金

使用大部分會被替代」。

從已知信息可以看到，中國央

行要把相關的金融活動完全掌控。

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數字

貨幣是配合健康碼、數字錢包、數

字 ID、面部識別、短距離射頻和

GPS 跟蹤定位等一系列使用，逐

步達到個人資產全數字化。所有交

易記錄，任何類別和數額，任何交

易都會記錄在案，並且包含時間、

地點、人物、金額、物品數量等。

另外，中國央行 4 月 3 日召開

會議再次提及研發數字貨幣，特別

強調「法定」二字，這或意味著一

旦其推出數字貨幣，將對現存的其

他同類貨幣進行圍剿。

中國試行數字人民幣的背後 川普或禁聯邦退休金
投資中興通訊及海康威視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數

字人民幣已經開始在中國部分地區

試點。人們擔心中國央行除了將對

其他數字貨幣圍剿，也對中國民眾

的金融活動更進一步控制。

（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