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元首會晤

同意共同努力推動兩國關係

據新華社11月9日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應大陸國家席習
近平邀請於11月8日至10日赴中進行國事訪問。中國大陸外
交部副部長鄭澤光表示，兩天來習近平主席和川普總統就中
美關係和重大國際與地區問題交換意見，並就中美關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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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了多方面共識。雙方將進一步發揮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
的戰略引領，加強高層及各級別交往，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
拓展廣泛領域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管控好分歧，加強
兩國人民間的相互瞭解和友誼，合作應對重大國際、地區問
題和全球性挑戰。
雙方一致同意繼續通過通電話、通信、會晤等方式保持
密切聯繫，及時就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交換意見。同時也認
為中美外交安全、全面經濟、社會和人文、執法及網路安
全4個高級別對話機制對於拓展兩國交流與合作具有重要意
義，同意繼續充分用好對話機制。
兩國元首表示，雙方將繼續致力於互利共贏的中美經貿
合作，並見證了兩國企業簽署多項商業合同和雙向投資協
議。在川普總統訪華期間，兩國簽署的商業合同和雙向投資
協議涉及總金額超過2,500億美元。兩國企業家舉行了圓桌
會，與雙方政府官員共同就中美經貿合作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進行深入探討。
習近平主席闡述了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川普
總統重申美方將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大陸公布外資持股比例大幅放寬
據工商時報11月11日報導，外資投資大陸金融市場股
權限制，將大幅鬆綁。大陸財政部次長朱光耀10日宣布，將
放寬銀行、證券、期貨、資產管理及保險等金融產業的外資
持股上限，其中，外資對中資銀行現行持股限制完全取消，
而證券公司的外資持股，則放寬到51%。這也意味著，今
後，外資可望大舉進軍大陸金融市場，相較兩岸服貿協議遭
立院擱置多年，台灣金融業雖與外資一同起跑，但原取得的
領先優勢不再。
朱光耀表示，大陸決定將外國投資者投資證券、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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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監管、規範，對違規零容忍。同時將全面開放支
付產業的交易、清算和結算環節，全面放開帳戶、
支付工具和支付系統業務。
范一飛指出，大陸全面開放，實行准入前國民
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
同時推進電子支付領域的對外開放，歡迎和鼓勵外
資參與大陸電子支付業務的發展和競爭。支付業務
屬於重要的金融業務，無論是國有經營主體、民營
主體還是外資機構，不管從事哪種業務，一律實行
准入，一律納入監管。
據統計，2016年大陸辦理非現金支付業務
1,251億筆，金額超過3,600兆元人民幣，移動支付
等業務居於全球領先地位。

11 月９日，美國總統川普（圖左）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舉行「川習會」，會後兩人聯合舉行記者會。

大陸國務院成立金委會
據中新社11月8日報導，中國大陸國務院「金

理、期貨公司的投資比例限制放寬至51%；且實施

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金委會）已成立，

滿3年後，投資比例不受限制。在銀行部分，外資

並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

銀行爭取多年的「內外一致」股權投資比例規則，

作為大陸國務院統籌協調金融穩定和改革發展

即將放開。也就是說，目前外資在中資銀行和金融

重大問題的議事協調機構，金委會主要職責如下：

資產管理公司的單一持股不得超過20%、合計持股

一是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金融工作的決策部

不超過25%的持股比例限制，將全面取消。在保險

署；二是審議金融業改革發展重大規劃；三是統籌

業方面，將外國投資者投資設立經營人身保險業務

金融改革發展與監管，協調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相

的保險公司投資比例，3年後可以放寬至51%，5年

關事項，統籌協調金融監管重大事項，協調金融政

後投資比例不受限制。

策與相關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四是分析研判國

在大陸宣布對外資開放市場後，台資將可比照

際國內金融形勢，做好國際金融風險應對，研究系

外資標準進入大陸金融市場，開放幅度又較服貿協

統性金融風險防範處置和維護金融穩定重大政策；

議更大。

五是指導地方金融改革發展與監管，對金融管理部
門和地方政府進行業務監督和履職問責等。

大陸人民銀行：全面開放支付清算市場
據大陸央視11月16日報導，大陸人民銀行副行

中國大陸首次發布全球製造業 PMI

長范一飛16日在第六屆中國大陸支付清算論壇上表

據香港商报11月22日報導，中國大陸物流與採

示，大陸將大幅放寬金融業市場准入，歡迎和鼓勵

購聯合會21日在北京首次發布全球製造業採購經理

外資進入支付清算市場。同時對現有的經營主體加

指數（CFLP-GP-MI）。資料顯示，10月份該指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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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團 CEO 張勇宣布「2017 天貓雙 11 全球狂歡節」成交額為 1,682 億人民幣，數據再刷新紀錄。

55.1%，較上月（試運行資料）回落0.8個百分點。

判斷全球經濟發展趨勢。透過對不同區域、重點領

分析認為，該指數有助於分析全球製造業經濟景氣

域製造業PMI指數的連續跟蹤觀察，有助於分析判

狀況，判斷全球經濟發展趨勢。

斷不同區域、重點領域經濟發展動態和活躍程度。

中國大陸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副會長蔡進指出，
發布全球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CFLP-GPMI）是該
會圍繞在全球範圍內深入拓展PMI應用做出的有益

據香港商報網11月12日報導，「雙十一」全球

探索和嘗試。一方面，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客觀

狂歡節正式進入第九年。阿里巴巴集團的數據示，

上需要如PMI一樣靈敏反映世界經濟動態的基礎資

僅用了3分鐘01秒，「2017天貓雙11全球狂歡節」

料提供支援；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物流與採購聯合

的交易額已衝破100億元（人民幣，下同），而去

會作為PMI的積極踐行者，在10多年分析研究和實

年達到此交易額要用上6分58秒。去年「雙十一」

踐中，展開全球PMI分析研究，也具備資料基礎。

全日交易額超1,200億元，但11日下午5時已突破

據中國大陸物流資訊中心副總經濟師陳中濤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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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11 購物節」影響力與日俱增

1,300億元。至12日零時終破1,682億元。

紹，CFLP-GPMI的編制，採用國際上通行的計算方

統計數據顯示，支付峰值出現在11日淩晨0時

法，彙集了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PMI資料。經過了

05分22秒，達每秒25.6萬筆，同比增長超1.1倍，

半年多試運行，同全球經濟走勢擬合性得到檢驗。

刷新全球紀錄。數據庫處理峰值達到每秒4,200萬

同時在試運行過程中，形成了資料體系的基本框架

次。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無線交易額佔比達到

和分析報告的基本模式。CFLP-GPMI不僅有全球製

90%以上，去年這一佔比也已達到85%以上。支付

造業PMI指數，還有亞洲、美洲、歐洲等分區域和

寶目前支持27種貨幣結算，可為全球200多個國家

重點領域製造業PMI指數。透過對全球製造業PMI指

和地區的用戶提供服務；菜鳥跨境電商物流體系建

數的連續觀察，有助於分析全球製造業景氣狀況，

立了266個跨境倉庫，覆蓋224個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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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平均15%水準，而到2030年則逐步降至12%。

提高推動了中國大陸「雙十一」的電商消費。隨

總體來看，將使2017至2030年間大陸投入資產管

著消費者升級，更加注重商品品質的電商平台將

理的新資金達到8.5兆美元，同時也意味地資產淨

會表現得更好。王丹認為，中國大陸近年對新型

流量將與其他全球市場的總和不相上下。

城鎮化的推動，使得中小城市發展迅速、物流基

CaseyQuirk合夥人及亞太地區負責人陳瑞軒

建持續改善，從而催生了巨大的電子商務需求。

（Daniel Celeghin）指出，相比全球其他地區，大

另外和大城市消費者相比，中小城市的消費者更

陸是唯一一個資管規模逾數萬億美元的市場。更重

願意嘗試新產品。

要的是，過去五年仍以每年超過30%的速度吸納新

大 陸 經 貿 消 息

經濟學人智庫分析師王丹稱，可支配收入的

資金流入。目前這群體僅將個人財富的4%投資於

前 9 月大陸服務進出口增長 8.8%

資產管理產品，但CaseyQuirk預計，到2030年這領

據香港商報11月8日報導，大陸商務部服貿司

域將增至10%。

司長冼國義7日在解讀今年前三季度服務進出口情
況時指出，1～9月大陸服務進出口總額34,411.8億

大陸2016年平均工資 北京12萬人民幣居首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8.8%。其中，出口

據東方財富網11月1日報導，除西藏、黑龍江

10,470.4億元，增長4.1%；進口23,941.4億元，增

2地外，其餘29省份均已公布2016年平均工資數

長10.9%；逆差13,471億元。

據。與2015年相比各省職工收入不同幅度有所增

冼國義分析，從新興服務領域看，進出口繼

加，但大多未超年度全大陸平均工資水準。以城鎮

續延續今年以來的高增長態勢。1～9月，新興領

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計算，北京職工年入

域進出口10,495.3億元，同比增長10.3%；其中出

近12萬元人民幣（下同）居首，河南不足5萬元。

口5,156.5億元，同比增長8.5%，高於整體出口增

大陸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大陸

速4.4個百分點。從具體領域看，1～9月，電信、

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67,569元，同

電腦和資訊服務進出口2,319.1億元，同比增長

比名義增長8.9%；大陸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

25.2%；知識產權使用費進出口1,680億元，同比增

均工資42,833元，同比名義增長8.2%。

長38.8%；維護和維修服務，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

與全大陸水準對照，京津滬、浙江、廣東、江
蘇等6地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2016年平均工資超過

進出口分別增長19.4%和19.7%。

平均水準（上海以全社會就業人員平均工資78,045

2019 年中國大陸成第二大資產管理市場
據香港商報11月8日報導，德勤諮詢旗下的
資產管理行業策略諮詢公司CaseyQuirk發表報告預

元在列）。其中北京以119,928元位居首位，成為
唯一一個突破10萬元的省份。河南省非私營單位就
業人員2016年平均工資相對較低，為49,506元。

測，中國大陸將於2019年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

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超過6萬元

二大資產管理市場，佔據全球資金淨流入總和的一

的省份有北京、天津、浙江、廣東、江蘇、青海、

半。除此以外，到2030年，中國大陸的資管規模將

貴州、寧夏、重慶、四川、山東、福建、海南、內

從2016年的2.8兆美元躍升至17兆美元。

蒙古、雲南等15個，佔比超過一半。換算為月工

CaseyQuirk在其新發行的行業報告中指出，直
至2025年，大陸資產管理規模的年增長率，將會保

資，這 15個省份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月平
均工資達到了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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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發布城市營商環境報告

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為鞏固和擴大營改

據新華社11月11日報導，11月9日，粵港澳大

增大幅減稅成果，必須修改相應法規，並重新以法

灣區研究院發布2017年中國大陸城市營商環境報

規形式確定下來，會議通過《國務院關於廢止〈中

告（下稱「報告」）指出，廣州、北京、深圳、上

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和修改〈中華人民

海、重慶營商環境位居前五名。第六名到第十名分

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的決定（草案）》。全面

別是南京、杭州、寧波、青島、武漢。

取消營業稅，調整完善增值稅徵稅範圍，將銷售服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中選取大陸直轄市、副省

務、無形資產、不動產的單位和個人規定為增值稅

級城市、省會城市共35個城市（西藏拉薩因為數據

納稅人，並明確相應稅率。根據13%這一檔增值稅

缺乏，不參加排名），根據六大類指標，即軟環境

率已取消的情況，將銷售或進口糧食、圖書、飼料

（權重25%），市場環境（權重20%）、商務成本環

等貨物的稅率由13%降至11%。同時，目前對部分

境（權重15%）、基礎設施環境（權重15%）、生態

行業實施的過渡性政策保持不變。

環境（權重15%）、社會服務環境（權重10%），來
測算2017年各城市營商環境指數（上述測算選用的

鐵總改制

18 家有限公司掛牌

數據來自2016年各個城市統計公報，2016年各個

據香港商報11月20日報導，中國大陸鐵路總公

城市環境公報，以及世界銀行、各地統計局、各市

司19日披露，鐵路總公司所屬18個鐵路局均已完成

交通局等部門的數據）。

公司制改革工商變更登記，19日正式掛牌，鐵總仍

報告顯示，廣州、北京、深圳、上海、重慶位

然持有各公司100%股份。

居2017年大陸中國城市營商環境指前五名。第六名

據中國大陸鐵路總公司相關負責人介紹，鐵路局

到第十名分別是南京、杭州、寧波、青島、武漢。

公司制的改革主要包括：由鐵路總公司行使出資人職

城市營商環境指數第十一名到第二十名，分別

責，不設股東會；設立黨委會、董事會、經理層和監

是天津、西安、成都、海口、濟南、長春、南昌、

事會；依法建立職工董事、職工監事制度，健全以職

福州、大連、長沙。

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在決策

排名最後十名的分別是瀋陽、南寧、廈門、太

機制方面，將黨委會研究討論作為董事會、經理層決

原、貴陽、烏魯木齊、西寧、石家莊、銀川、蘭州。

策重大問題的前置程式，充分發揮黨委會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實的領導作用以及董事會的決策作用、

大陸全面取消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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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層的經營管理作用、監事會的監督作用。

據新華社10月31日報導，30日召開的國務院

截至2017年10月底，全大陸鐵路完成固定資

常務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於廢止〈中華人民共和

產投資6,256.4億元人民幣，全年可確保完成8,000

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和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

億元投資目標；鐵路客貨運量雙雙大幅增長，截至

稅暫行條例〉的決定（草案）》。

10月底，國家鐵路旅客和貨物發送量同比分別增長

2016年5月1日，大陸全面推行營改增試點，

9.4%、13.3%。18個鐵路局除變更工商登記之外，

至此原先實行營業稅的服務業領域統一徵收增值

更擴張各鐵路局經營範圍，延伸至物流、金融、旅

稅，意味著大陸全面取消了實施60多年的營業稅，

遊餐飲、廣告經營、房地產開發、農畜產品和煙草

營業稅暫行條例實際已停止執行。

製品銷售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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