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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半年全球支付服務收入銳減 22％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 10月 2日報導，國際顧問公司「麥肯錫 (McKinsey)」
發表的「全球支付報告」顯示，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今年上半年
全球支付服務收入銳減 22％，雖然下半年有望反彈，預估全年仍將減少 1.4
億美元，較去 (2019)年約 2兆美元減少 7％。但隨著部分國家和支付領域
數位化滲透率持續增加，明 (2021)年支付收入有望復甦至疫情前水準。

McKinsey預估，疫情導致全球非必需消費銳減 40％，其中旅遊及娛樂
消費減幅高達 80％至 90％。某些地區消費者為因應未來更艱難的生活挑
戰，甚至還清信用卡債務，信用卡消費亦顯著下降。來自利息的支付款服
務收入預估仍將持續承受壓力，影響銀行收入。以區域而言，中國大陸以
外的亞太地區，由於業者的營收模式受到淨利息收益率壓縮影響更大，將
面臨顯著壓力；歐洲的反彈幅度則將較大，是因強力的財政措施支撐消費。

儘管疫情打壓整體消費，但也促使消費者轉向數位平臺消費，例如美
國消費者今年上半年的線上消費額高達 3,470億美元，年比激增 30.1％，
帶動數位支付成長。疫情加速全球多地從現金交易轉向數位支付的趨勢，
例如印度提款機使用量在今年 4月銳減 47％，英國在 3月至 7月間的提款
機使用量較以往減少 46％。

預估截至今年底，全球支付交易透過現金及支票完成比率，將比去年
的 69％減少 5％，相當於過去幾年年均跌幅的 4至 5倍。不論新興市場或
已開發市場均將出現此趨勢，在已開發市場方面，新加坡現金支付比率在
2010年是 59％，今年底預估將下跌至 39％。至於新興市場，印尼與馬來
西亞在 2010年的現金交易分別是 100％與 93％，預估今年底將分別減至
96％與 72％。

疫情導致全球旅遊及娛樂消費減幅高達 80％至 90％。圖為上海迪士尼樂園因疫情關
閉近 3個月後，5月時在人流管控下重新開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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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相菅義偉上任首次施政演說要點

據日本經濟新聞 10月 27日報導，日本首相
菅義偉 10月 26日在參眾兩院全體會議發表上任
後之首次施政演説，重點摘要如下：

(一 )新冠防疫兼顧經濟發展相關政策：目前
新冠疫情對策為日本政府最優先課題，菅義偉強
調「堅決防止疫情擴散爆發，徹底保護民眾生命
及健康」。為應對冬季疫情第 2波來襲，針對強
化地區的醫療機構的新冠 PCR檢測能力，並盼在
明 (2021)年上半年前能確保向日本全體國民提
供新冠疫苗數量。另外，日本政府將在防疫安全
情況下，全面重啟經濟活動，為增加海外內人員
的往來交流，將強化邊境檢疫能力。關於延期至
2021年夏季的東京奧運會及殘障奧運，菅義偉
表示，「作為人類擊潰病毒的證明，決心舉行」。

(二 )日本將達成在 2050年溫室氣體淨排放
降為零目標：日本政府將檢討火力發電等相關能
源政策，正式表明「2050年前將把溫室氣體總
體排放量降至零目標」。

(三 )推動數位化行政改革：疫情發生後突顯
了日本行政數位化落後的問題，菅義偉倡導實現
「為國民服務的內閣」，強調將實現大膽的體制
改革，設立「數位廳」推動行政數位化改革。關
於日本行政申請手續時的蓋章問題，宣布「原則
上全部廢除」。

(四 )推動自由印太戰略構想：菅義偉將日美
同盟稱為「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礎」，再次提出
致力實現「自由且開放的印太」戰略構想。此外，
不設任何條件與北韓協商綁架日本人問題、與大
陸高層討論解決釣魚臺領土爭端等議題、基於一
貫立場要求韓國適切應對徵用工問題及回復正常
關係、日俄領袖會談推動締結和平條約等事宜、
維持日美同盟關係及解決沖繩美軍基地遷移問題。

韓國政府擬推動「新通商策略」

據韓國首爾經濟日報 10月 6日報導，韓國
政府為因應後新冠疫情時代，擬推動經濟合作計
畫，擴大與新南方及新北方國家之合作，於當地
建立生產基地，以降低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改變
製造業供應鏈型態。

據相關機構表示，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曾於
今年 7月與三星電子及起亞汽車 (KIA)等主要出
口企業共同舉辦座談會，公布部分新通商策略草
案內容，並將於相關機構進行協議後，訂定因應
通商環境變化之「新通商策略」。

「新通商策略」之主要內容包括因目前受
新冠疫情影響，各國之貿易方式逐漸以本國優
先，為加強保護貿易之情況及因應世界貿易組
織 (WTO)為主之多邊體制機能衰退等全球通商
環境之變化，研擬以商務人士快速通關及推動新
型自由貿易協定 (FTA)之「K-FTA」等相關策略，
包括正式簽訂數位合作協定 (DPA)、數位健康管
理等數位通商合作之拓展方案等內容。其中則
以 K-FTA與供應鏈變化策略之連結最備受矚目，
韓國政府頃正推動「中國 +2」策略，協助韓國
企業前往中國大陸以外之新南方及新北方國家設
立生產工廠。K-FTA擬改變過去主要以商品開放
為主之方式，將改變為透過協助發展中國家之開
發，促使相關國家對韓國開放韓國關心之領域，
並以此為契機於相關國家建立生產基礎架構。

此外，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於今年 9月與東
協 (ASEAN)會員國之緬甸訂定於緬甸建立經濟合
作產業園區之方案，擬於 2024年之前在緬甸之
仰光市設立規模為 225萬平方公尺之產業園區。
政府相關人士表示，除緬甸之外，亦將於近期分
別與烏茲別克及印尼等協商經濟合作之計畫，並
持續推動透過經濟合作建立生產基地之協議。

IMF：越南今年 GDP 將超越新加坡 
成東協第四大經濟體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平息，影響各國經濟
展望。不過，防疫表現相對佳的越南，前景獲得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看好，認為越南國內生
產毛額 (GDP)今年將超越新加坡，成為東協第四
大經濟體。

越南媒體《VnExpress》報導，IMF發布最
新預測報告指出，2020年越南 GDP可望成長
1.6%，達到 3,406億美元，規模較新加坡高出
近 1%，為有史以來首見。若預測成真，越南今
年將登上東協第四大經濟體，僅次於印尼、泰國
和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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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IMF預測菲律賓今年經濟將陷入
低迷，2020年 GDP估計衰退 8.3%，馬來西亞
和新加坡的 GDP跌幅也將達到 6%，越南則是少
數實現 GDP正成長的國家。

IMF預計，未來 5年內，越南 GDP將以每年
6%至 7%的速度成長，而新加坡為 2%至 5%。
在此情況下，2025年，越南GDP預估可達 5,300
億美元，比新加坡高出 22.7%。

越南與中國大陸的陸地邊界相連，但越南仍
成功控制疫情。受疫情因素影響，今年上半年，
越南 GDP成長率跌至 1.8%，創 10年來最低增
速，而去年同期為 7.02%。

新加坡《海峽時報》報導，根據新加坡貿易
和工業部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MIT)10
月 14日發布的初步估計，今年第三季，新加坡
GDP年減 7%，跌幅較第二季的 13.3%顯著改
善，但全年 GDP預計仍將衰退 5%至 7%。

印度政府 10 月起實施源頭稅新規定

據經濟部貿易局全球商情 10月 1日報導，
印度政府於今 (2020)年 4月聯邦預算書 (Union 
Budget 2020)中公布，自今年 10月 1日起實

施商品及服務稅制
度 (GST) 中 有 關 源
頭稅新規定。按源
頭稅的徵收方式可
分為「從源頭徵收
稅 款 (Tax Collected 
at Source, TCS) 」
及「從源頭扣除稅
款 (Tax Deducted at 
Source, TDS) 」 兩
種，在 TCS方式下，
賣方完成交易向買
方收取貨款加上固
定稅率之稅款後，
需將該稅款存入政
府規定之帳戶；在
TDS 方式下，買方
則從應付貨款中扣
除固定稅率之稅款

後支付賣方，之後買方再將該稅款繳給政府。

印度財政部表示，出口貨物豁免 TCS新規
定，TSC繳稅門檻為年度內 500萬盧比以上之
交易方需繳稅，稅率為 0.1%，並自今年 10月 1
日起實施。若賣方某筆交易在 10月 1日前收到
1,000萬盧比，之後又收到 50萬盧比，僅需針
對其中的 50萬盧比繳交 TCS。此外，由於賣方
通常有買方的往來帳戶資料，但貨款並不會與特
定之交易發票連結，為簡化流程及減輕稅務人員
負擔，新的 TCS規定適用於 10月 1日及之後的
所有交易，但不須針對之前的交易部分做調整，
稅務人員就不需要針對特定交易劃分哪部分需適
用新規定，避免產生爭議訴訟。

此外，印度財政部表示 TCS並非額外之稅
賦，而是預先繳納之所得稅，若買方支付的 TCS
稅金高於應付稅額，則之後可收到加計利息之退
稅。為簡化程序，唯有營業額超過 1億盧比之廠
商才需適用新的 TCS規定，根據印度財政部統
計，2018-19年度印度僅有約 35萬人申報之營
業額超過 1億盧比，且目前已有 180萬家企業已
實施 TDS/TCS系統，因此新的 TCS規定對大多數
廠商執行上並不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