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倡糧食節約

緊抓「舌尖浪費」

據 BBC、經濟日報、工商時報等綜合報導，由於全球疫情未減，且大
陸今年天災不斷，近期飽受暴雨、洪災侵襲，長江流域現嚴重災情，洪水
淹沒眾多良田。另外廣西爆發蝗災，出現大量蝗蟲吃光農作物，農民苦不
堪言，分析機構憂心大陸下半年恐發生糧食危機。

大陸 7 月暴雨持續月餘，加上洩洪致使龐大農田遭淹沒，農作物收成
造成極大影響。中新社報導，大陸農業農村部重點市縣農情專家諮詢組組
長李茂松表示，光是早稻部分，農業農村部統計降雨受災範圍已達 660 萬
畝。另外，大陸東北糧倉與廣西則分別遭受冰雹、蝗災打擊，進一步重創
糧食供應。

大陸經貿消息

近幾月大陸食品價格顯著上揚，通膨壓力陡然升溫。大陸國家統計局
最新數據顯示，7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為 2.7％，已連續 2 個
月增長，並創 3 個月新高。其中，食品價格年增率上漲 13.2％，影響 CPI
上漲約 2.68 個百分點，食品中的豬肉價格增速更是飆漲 85.7％，漲幅較 6
月上漲 4.1 個百分點。

近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倡節約糧食、遏止餐飲浪費，對餐飲浪
費做了八字評價：「觸目驚心、令人痛心！」，並引古詩「誰知盤中飧，
粒粒皆辛苦」，大動作地向糧食浪費宣戰，而全大陸上下也正在迅速做出
響應，掀起外界對大陸缺糧危機的關注，現在甚至出現囤糧、炒作價格的
亂象。

惟大陸官方多次表態有能力保障「米袋子」安全。大陸國家統計局 7
月中旬才宣布，大陸糧食已連續 5 年穩定在 1.3 兆斤以上，2019 年總產量
達 13,277 億斤，寫下糧食豐收新頁。而今年全大陸夏糧豐收，總產量 2,856
億斤，比去年增加 24.2 億斤，創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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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餐飲企業開展「文明用餐、節儉惜福」活動，號召消費者實際加入「光碟行動」。

不過，在大陸與美國和其他經濟夥伴關係
緊張的情況下，突顯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加上
擔心全球地緣政治動盪、新冠病毒大流行、與
川普政府的貿易緊張關係對進口造成干擾，以
及大陸今年遭受了一些最嚴重的洪災，將會導
致糧食供應的減少。因此，大陸國內下半年糧
食生產仍面臨不確定性。

大陸下半年將擴大內需及鼓勵民間投資
據聯合報 8 月 5 日報導，大陸國家發展改
革委副主任寧吉喆表示，下半年將以「擴大內
需」為戰略基點，鼓勵民間投資，發揮消費對
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
展目標任務。

2020 年大陸經濟雖然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挑
戰，在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下，經
濟穩定恢復，復工恢產逐月改善，第 2 季度經濟
增長 3.2%。從生產端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從 4 月開始已經連續 3 個月正增長，服務業生產
指數連續 2 個月實現正增長。從需求端看，固定
資產投資第 2 季實現了正增長，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降幅連續 4 個月收窄。

對於如何鞏固經濟復甦態勢，寧吉喆表示，
下半年要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在投資方面，
重點推進新型基礎設施、新型城鎮化、交通水利
等重大工程「兩新一重」建設，加大公共衛生、
應急物資儲備、交通能源等領域等缺點力度，實
施都市更新，加快城鎮老舊社區改造。

下半年，大陸將進一步完善民間投資的環
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支持民間資本參與應對
疫情、公共衛生、倉儲物流、應急儲備等領域的
建設。同時，將引導銀行推出適應民營企業特點
的信貸產品，新增信用貸款、中長期貸款規模和
比例。

此外，大陸還將加快推動智慧零售、線上教
育等新型消費高品質發展，推動汽車和家電消費
轉型升級，鼓勵限購都市適當新增汽車購置限

額，放寬新能源汽車限購，對購置新能源汽車等
給予適當補貼。

大陸今年陸續推出了一系列對沖經濟下行
壓 力的政策。在推動復工復產的相關政策就包
括 8 個方面 90 條措施。下半年，重點是要將這
些政策繼續落實好，鞏固擴大經濟恢復成果，
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
目標任務。

大陸經貿消息

另外，大陸也擴大農產品進口以滿足國內需
求。海關總署數據則顯示，今年上半年重點農產
品進口量增加，其中糧食進口價值共計人民幣
1,542.2 億元，年增長 18.1％。

大陸洪災嚴重
將動用 1,000 億元人幣投入重建
據中央社、中央廣播電台 8 月 26 日報導，
大陸總理李克強 8 月 26 日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
決定，中央及地方將透過各種管道，動用人民幣
約 1,000 億元作為洪災後恢復重建資金，且以機
制直達災區。

據報導，這場會議重點議程即為「部署防汛
救災和災後恢復重建工作，支援受災地區恢復生
產保障民生」。會議指出，今年長江、淮河等流
域遭受嚴重洪澇災害，「受災範圍廣，經濟損失
大，是歷史上較嚴重的一年」。

會議決定，中央財政對受災較重省分的倒塌
和嚴重損壞民房，在每戶現行 2 萬元補助標準基
礎上，再增加 5,000 元。同時支持抓緊改種補種；
支援受災商戶復業經營；抓緊推進城市防洪設施
建設資；加強以工代賑帶動農民工就地就業；謀
劃推進長期性重大水利工程。
會議並確定，今明兩年安排「高標準農田建
設補助資金」160 億元挹注受災地區；今年安排
100 億元「自然災害防治補助資金」支援地方恢
復重建；安排 100 億元「車購稅資金」支持受災
嚴重省分公路等建設。

同時，中央預算內投資加大對重建項目支持；
允許地方將抗疫特別國債、地方政府債等資金用
於恢復重建；根據需要動用中央預備費 150 億元。

會議提到，透過上述各種管道，中央和地方
財政用於恢復重建資金約有 1,000 億元，並將建
立「資金直達災區」和專案機制。推出具體措施，
引導國有金融機構和農信社支持設施農業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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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發布「穩外貿穩外資意見 15 條」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據中央社、經濟日報、工商時報 8 月 13 日
報導，大陸國務院 8 月 12 日發布「穩外貿穩外
資意見 15 條」，宣布對投資額 1 億美元以上的
重點外資企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包括再貸款再
貼現專項額度內外資一視同仁，並進一步加快出
口退稅、擴大信保加擔保融資等。國務院強調要
穩住外貿主體，再進一步穩住產業鏈供應鏈。

「穩外貿穩外資意見 15 條」主要內容包括：
一是加大財稅金融支持。以預先發揮出口信用保
險作用，積極保障出運前訂單被取消的風險。並
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復制或擴大「信保加擔保」
的融資模式。新規針對給予重點外資企業金融支
持，強調再貸款再貼現專項額度，同等適用外資
企業。

二是發展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新增市場採購
貿易方式試點，力爭將總量擴大至 30 個左右，
支持跨境電商平台、跨境物流發展和海外倉建設
等。拓展對外貿易推進「線上一國一展」，助出
口企業對接更多海外買家。

三是提升通關和人員往來便利化水平。進一
步推動規範和降低進出口環節合規成本，在有條
件的口岸推廣口岸收費「一站式陽光價格」，加
大技術貿易措施諮詢服務力度。在嚴格落實好防
疫要求前提下，繼續與有關國家商談建立「快捷
通道」，為人員往來提供便利，分階段增加國際
客運航班總量，適度增加與大陸主要投資來源地
民航班次。

四是支持重點產業和重點企業。引導加工貿
易梯度轉移，培育一批東部與中西部、東北地區
共建的加工貿易產業園區。特別是進一步加大對
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企業的支持力度。以「一企
一策」助立大型外貿企業破解難題。對重點外資
項目加大用地等服務保障。推動高新技術企業認
定管理和服務便利化，鼓勵外資更多投向高新技
術產業。

大陸人民銀行貨幣政策拋「三個不變」
據經濟日報、工商時報 8 月 26 日報導，大
陸人民銀行表示，貨幣政策將保持「三個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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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應對疫情等各種不確定性：穩健貨幣政策的取
向不變、保持靈活適度的操作不變、正常貨幣政
策的決心不變。

據報導，人行副行長劉國強、貨幣政策司司
長孫國峰及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肖遠企等人 8 月
25 日出席大陸國務院政策例行記者會表示，相
較歐美央行的量化寬鬆（QE）非常規的貨幣政
策，人行昨天再度強調不做 QE，要維持正常貨
幣政策的決心不變。

孫國峰以「三個不變」解釋人行最新的貨幣
政策：穩健貨幣政策的取向不變；保持靈活適度
的操作要求不變，既不讓市場缺錢，也不讓市場
的錢溢出來；堅持正常貨幣政策的決心不變，人
行沒有採取零利率甚至負利率，以及 QE 這樣的
非常規貨幣政策。

7 月大陸銀行體系新增貸款人民幣 9,927 億
元，比去年同期減少約 630 億元，疫情帶來的
不確定性增加，金融市場情緒難免受到一些影
響，貨幣政策需要有更大的確定性來應對各種不
確定性。
針對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連續 4 個月
保持不變，孫國峰表示，未來 LPR 的走勢取決於
宏觀經濟趨勢、通貨膨脹形勢以及貸款市場供求
等因素，具體要看報價行的市場化報價。

人行副行長劉國強則指出，以 LPR 改革為辦
法，促進降低貸款利率的成效顯著。2020 年 7
月，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是 4.68%，年降 0.64
個百分點，降幅明顯超過同期 1 年期 LPR 的降幅。
人行強調，今年以來，金融部門按照商業可
持續原則，通過降低利率、減少收費、貸款延期
還本付息等措施，前 7 個月已經為市場主體減負
人民幣 8,700 多億元，對小微企業支持力度明顯
加大，預計全年可為市場主體減負約人民幣 1.5
兆元。

《財富》世界 500 強排行榜
大陸 133 家企業上榜
據經濟日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 8 月 12
日 報 導， 美 國《 財 富 》 雜 誌 公 布 2019 年 世 界
500 強排行榜，大陸共有 133 家企業上榜。今年

500 強排行榜顯示，進入排行榜的門檻從
248 億美元提高到 254 億美元。沃爾瑪連續第七
年成為全球最大企業，中國石化仍位列第 2，中
國國家電網上升至第 3 位，中國石油位列第 4，
而殼牌石油下降至第 5 位。

在銷售收入方面，大陸企業平均銷售收入達
到 669 億美元，與自身去年數字相比有所提升。
與世界 500 強企業橫向比較，大陸企業平均銷
售收入和平均淨資產 2 項指標達到了《財富》雜
誌世界 500 強的平均水準。惟大陸企業盈利水準
較低。2019 年上榜大陸企業 124 家平均利潤不
到 36 億美元，約為美國企業（70 億美元）的一
半，也低於全球 500 家大公司平均利潤 41 億美
元。據資料計算，上榜大陸企業平均銷售收益率
5.4%，低於美國企業的 8.6%，平均淨資產收益
率 9.8%，低於美國企業的 17%。

《財富》雜誌表示，改革開放以來，大陸企
業規模和大企業的數量不斷增加，是大陸整體經
濟規模發展壯大的結果。自 1995 年《財富》雜
誌發布世界 500 強企業排行榜以來，該榜單中，
還沒有任何個別的國家或地區的企業數量如此迅
速地增長。

根據路孚特 Eikon 數據顯示，這意味著全球
最大的鋁生產國大陸，自 2009 年 9 月以來首次
成為未鍛軋鋁及鋁材淨進口國。

進口量大增之際，不斷走強的大陸鋁價和疲
弱的倫敦金屬交易所（LME）期鋁價格之間卻形
成較大差距，不過，大陸鋁需求自疫情消退後已
快速恢復。

大陸微經濟當紅

大陸經貿消息

《財富》世界 500 強排行榜企業的營業收入達到
33 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

靠流量淘金

據經濟日報 8 月 25 日報導，近年來，以「微、
短、快」為特徵的「微經濟」在大陸蓬勃發展，
例如短視頻創業成為新藍海、微博紅人紛紛將流
量變現、微信公眾號造就一批創業達人，如今連
官方也發布政策鼓勵大力發展「微經濟」，讓興
趣變成職業已不再是夢想。
大陸國家發改委等 13 部門日前聯合發布「關
於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啟動消費市場帶
動擴大就業的意見」明確提出，支持線上多樣化
社交、短視頻平台有序發展，鼓勵微創新、微應
用、微產品、微電影等萬眾創新。
業界人士指出，以短視頻平台的微經濟，表
現的是一種流量經濟效應。短視頻博主透過發布

大陸 7 月鋁進口量激增
據聯合報 8 月 24 日報導，大陸 7 月
鋁進口量較去年同期增加近 6 倍，創下紀
錄以來次高，因不斷走強的罕見價格現象
使得這個全球最大的鋁出口國自 2009 年
來首次轉為淨進口國。

路透報導，大陸海關總署 23 日公布
的數據顯示，大陸 7 月未鍛軋鋁及鋁材進
口 量 為 39 萬 1297 噸， 這 是 自 2009 年
4 月進口近 44 萬噸以來的月度最大進口
量，較去年 7 月激增 570%，增加近 6
倍， 而 比 6 月 的 28 萬 8,783 噸 增 加 了
35.5%，這個進口量也超越了大陸海關
總署本月稍早發布的 7 月出口總量數據
37 萬 3,402.3 噸。

各種影音平台、剪輯技術的方便取得，間接促成素人自媒體蓬勃
發展。圖為一位小紅書博主拍即時短評最新秋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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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短視頻，在平台獲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粉
絲流量也逐漸成為一種盈利模式，為短視頻愛好
者提供「讓興趣成為職業」的可能。包括短視頻
在內，微經濟包括微創新、微應用、微產品、微
電影、微健身、微旅遊等多種形式，表現在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

微經濟的核心在於微創新，是小微企業、個
體工商戶等多元主體基於已經發展成熟的平台經
濟、透過小微創新實現的一種新業態。微創新可
以是在各類平台上發布的文本、圖像、聲音、視
頻等數位內容產品，也可以是搭載平台所提供的
外出、餐飲、零售等多樣化服務。

微經濟火熱至少有兩方面原因。一是互聯網
經濟的發展，基於互聯網平台，微創新、微應用、
微產品等微經濟有了發展的基礎；二是技術模組
化的程度愈來愈高，例如抖音使用者上傳視頻會
有介面簡潔、功能清晰的濾鏡、音樂、剪輯工具，
只要一分鐘就可上傳視頻，這無疑激發短視頻愛
好者內容創作熱情。

大陸晶片自給率 2025 年達到 70%
據中央社 8 月 20 日報導，由於美國加大制
裁華為力道，突顯大陸加快研發自主可控核心技
術的重要性。大陸國務院近期指出，積體電路和
軟體產業是資訊產業的核心，晶片自給率要在
2025 年達到 70%。

大陸國務院最近印發新時期促進積體電路產
業和軟體產業高品質發展的若干政策，強調積體
電路和軟體產業是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
革的關鍵力量。
根據報導，國務院的資料顯示，2019 年大
陸的晶片自給率僅為 30% 左右，在 2025 年晶
片自給率要達到 70%。

大陸海關的統計顯示，2019 年大陸晶片的
進口金額為 3,040 億美元，遠超排名第二的原油
進口額。然而相較 2018 年的進口額減少了 80
億美元。業內人士認為，大陸自產晶片的發展呈
現加速態勢，在政策大力推動下，晶片產業有很
大的大陸自產替代空間，大陸的晶片產業市場化
發展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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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大陸積體電路產業銷售收入為人民
幣 7,562.2 億元，而 2020 年有望突破 9,000 億
元。受益於整體行業景氣提升，晶片產業也將繼
續保持高速發展。

日前，美國商務部採取行動，進一步擴大 5
月時宣布的限制措施，堵住美國公司向第三方出
售產品以及第三方可以向華為供應產品的漏洞。
由於晶片設計軟體的主力公司都是美國公司，這
使華為產品無法獲得關鍵晶片。

過去 1 年
逾 500 億美元加密貨幣資產自大陸匯出
據中央社 8 月 22 日報導，區塊鏈分析公司
Chainalysis 日前發布的研究指出，大陸經濟在美中
貿易戰及人民幣貶值等不同程度的衝擊下，過去
一年，逾 500 億美元的加密貨幣資產自大陸匯出。

由於大陸嚴格管制外匯，每年每人換匯上限
為 5 萬美元，而據 Chainalysis 的最新研究，過
去 12 個月，約有 500 億美元的加密貨幣資產匯
出大陸，顯示大陸有投資者正在規避當局的外匯
管制。

報導引述 Chainalysis 於 20 日發布的研究指
出，這個現象可能與大陸投資者藉加密貨幣進行
資本外逃有關。

Chainalysis 的研究說，在巨量加密貨幣資產
自大陸匯出的同時，價值逾 180 億美元、被視為
「加密貨幣中的法定穩定幣」的 Tether 從東亞地
區轉移到其他地區；而東亞地區投資者使用的穩
定幣中有 93% 是 Tether。

Chainalysis 指出，Tether 和美元掛鉤，用戶
得以藉拋售而換取法定貨幣，加上不至於大幅貶
值的特性，讓 Tether 對資本外逃特別有用，而大
陸最近的經濟情況可能讓投資者藉加密貨幣撤出
一些資本。

不過，Chainalysis 也表示，大陸匯出的加密
貨幣資產並非全部都屬資本外逃，部分加密貨幣
資產流出大陸的活動可能是「礦工」將加密貨幣
轉換為 Tether，並匯至國外交易所所致，或是東
亞投資者趁著加密貨幣價格波動，將加密貨幣轉
移至國際交易所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