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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將簽署首階段貿易協議

綜合蘋果日報、自由時報等媒體報導，美國貿易代表署

（USTR）和中國大陸商務部於 10月 25日表示，美、中第一階段
貿易協議有些部分「接近定案」，朝敲定這份局部協議邁進一步。

同時，美國已暫緩原定 10月 15日對 2,500億美元大陸商品
加徵 30%關稅的報復措施，但 12月對 1,500億美元大陸商品加
徵 15%關稅的部分，目前尚未取消。
綜合外電報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有 5大觀察重點：

一、美國和大陸各得到什麼

在農產品方面，大陸同意購買 400億到 500億美元的美國農
產品，不過購買的時間表尚未確定。對大陸而言則是關稅，美國

原於 10月 15日對大陸 2,500億進口商品的關稅，從原先的 25%
調高到 30%，但在美方已暫停提高關稅。
二、撤銷現有關稅或未來再調升關稅

儘管美國暫停 10月提高對大陸的關稅，但也並未取消現有
的關稅，大陸對美國的關稅也沒有變動，雙方也未就接下來關稅

措施有所表態。一旦雙方談判不如預期，美方仍有可能在 12月
15日，按原定計畫對大陸 1,5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
三、匯率問題

美國財長Mnuchin欽表示，雙方已就外匯市場透明度與市場
自由度達成共識，雙方對於匯率操縱的協議也已經「接近完成」，

若雙方能達成第一階段協議，將考慮將大陸從匯率操縱國名單排

除。另大陸證監會宣布將鬆綁金融機構的外資持股限制，美國銀

行和保險業者將能拓展在大陸的業務。

四、強制技術轉移或智慧財產權等問題

川普表示，美中雙方在技轉問題上取得非常好的進展，雙方

很快就會對此議題達成共識，但並未詳細說明內容。對於智慧財

產權方面，川普表示雙方已取得共識，已經克服先前雙方卡關的

障礙。但除此之外，大陸對國營企業、資訊安全、跨境資料流動、

雲端運算等領域的控管及規範，雙方並未透露有任何進展。

五、華為問題

川普曾表示，華為的議題不在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內，預計在

第二階段納入討論，而華為今年 5月被美國列入出口黑名單，目
前美方對華為的管制措施尚未改變。

NBA火箭隊風波　影響大陸市場商機

綜合中央社、今周刊等媒體報導，美國職業籃球 NBA休士頓
火箭隊總管 Daryl Morey一則支持香港的發文，引來大陸方面的
強烈抨擊和抵制。不僅於網路上的譴責謾罵，才剛與 NBA官方簽
下轉播合約的騰訊，發表聲明指出，未來將在轉播表上移除所有

火箭隊比賽的場次，與 NBA有長期合作關係的央視也發表同樣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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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也表示，想與大陸

展開交流與合作，卻不清楚大陸民意，是行不

通的。

不過大陸官方在強硬發言後，並無進一步

激烈動作。大陸外交部則在 NBA大陸賽事如期
開打後，以開展交流合作的重要前提是要相互

尊重，取代之前清楚大陸民意，回應整起事件。

甚至連一度暫停轉播 NBA賽事的騰訊，也在
10月 14日恢復直播服務。

Bloomberg指出，自 2008年以來，NBA
在大陸的商機，每年都有「兩位數」的成長。

據統計，去年 NBA總冠軍賽最終戰，在大陸創
下 2,100萬的收視數字，同時間，美國有線電
視網 ABC只有 1,834萬的觀看人數。騰訊今年
簽下的轉播合約，創下 5年 15億美元天價，
這個數字在上次簽署時，還只有 5億美元，過
了 5年，合約身價成長了 200%。除了向騰訊、
央視收取轉播權利金，NBA在大陸還靠著賽事
精華影片授權、贊助商廣告、周邊商品、線下

實體活動、電競遊戲合作等多方管道在大陸獲

利。由此可知，大陸市場對於 NBA的重要性。
由於大陸仍處於擴張階段的巨大市場，讓

NBA從聯盟、球團到球員個個皆獲利，一旦大
陸消費者翻臉抵制，所有人勢必會蒙受損失。

因此 NBA亟欲安撫大陸球迷、以免損害持續
擴大。

另外，在大陸方面，為何願意對 NBA保留
餘地？ NBA除了從大陸獲利外，NBA對大陸籃
球的發展，也有許多實質貢獻。NBA不只靠球
星開拓海外市場，還會運用籃球訓練專長，在

全球各地扎根，期待培養出能打進 NBA的球員
以後，進一步促進當地籃球風氣，以及球迷對

NBA的關注與認同。正因 NBA不只是「美國公
司」，而是高度國際化、有數十億收視人口的

組織，攻擊NBA受到的關注將遠高於一般企業，
才讓大陸官方有所顧慮。

三星關閉在大陸最後一家手機廠

據路透社 10月 2日報導，三星電子稱該
公司已停止在大陸生產手機產品，主要原因是

 在 NBA言論風波引發中方抵制下，NBA中國季前賽 10月 10日在上海開打，現場仍吸引接近滿座的球迷觀賽。

圖／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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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境內的競爭日益激烈，也意味著，三星在

大陸最後一家位於廣東惠州的工廠已經停工關

閉。惠州三星電子為 1992年三星最初在大陸
設立的工廠之一，綜合考量全球手機市場現況，

為提高全球生產運營效率，而做出惠州工廠停

產的決定。

三星電子也發表聲明，進入大陸設廠 27年
來，三星緊隨大陸政府的產業指導方向，及時

調整產業布局以適應市場的急速發展和變化，

本次惠州工廠的調整是正常的產業調整。三星

在大陸產業布局已經轉型為符合大陸政府指導

方向的高端製造產業，近 6年在大陸高端產業
持續投資，金額超過 200億美元，遠高於產業
調整的金額。

三星手機近年在大陸市場銷量不佳，無法提

供大陸工廠足夠的訂單；而大陸工廠成本較高，

也無法接到三星其他海外市場的訂單，導致在大

陸的工廠處境艱難。

日前，市場調研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發布
報告稱，受更多的大陸消費者選擇購買大陸製智

慧型手機的影響，三星手機第 2季在大陸智慧型
手機市場佔有率已不足 1%。

大陸製造業薪資成長停滯

據日經新聞網 10月 12日報導，日本經濟
新聞在大陸江蘇省和上海市進行調查，地點包

括江蘇省無錫、蘇州、吳江、南京、昆山和上

海，調查對象僅限於工廠生產線職務的招聘。

調查顯示，37家企業中超過 8成企業的實領月
薪僅與去年持平。經濟減緩導致加班和節假日

上班減少，對工資 生影響，減少招聘的企業達

到 4成。上述情況也印證因消費減速導致收入
增長乏力的情形。

報導指出，江蘇省和上海市分別於去年 8
月和今年 4月提高最低薪資標準。儘管很多企
業都提高了基本薪資，但由於加班減少，實領

薪資並未增加。在無錫的人才中心舉行的招聘

說明會上，46個展位只用不到 20個。會場的
運營負責人表示，與去年同期相比，參展企業

明顯減少。蘇州工業園區的企業說明會也很冷

清，從事個人電腦零部件業務的廣泰精密衝壓

公司表示，今年招聘名額只有 10幾個，而去
年招聘約 40人。從事印刷線路板業務的華高
科技則表示，在物價上漲的背景下，不少工人

都返回農村。

本次調查的對象多為個人電腦、智慧型手

機零部件和汽車行業的企業，由於自去年下半

年起經濟成長放緩明顯，企業減少設備投資，

今年汽車和智慧型手機的銷售也低於去年。除

金融業以外的大陸上市企業，今年 1至 6月的
淨利潤年減 2.5％，已無餘力給員工加薪。
報導指出，美中貿易衝突對立的影響也正

逐步顯現，主要生產沙發的敏華實業（吳江）

有限公司由於美國將家具納入關稅制裁對象而

受到打擊。該公司的實領月薪在人民幣 4,000元
左右，與去年基本持平。

此外，37家企業有 16家表示減少了招聘
人數。針對 1,200家企業進行了調查的人才仲
介公司表示，4至 6月離職率下降的企業比 1
至 3月增加 25％。即使換工作也無法獲得滿意
崗位和工資的情況已浮現。

大陸擴大開放外資銀行業務

據中央社及經濟日報 10月 15日報導，
大陸國務院公布「國務院關於修改〈外資保險

公司管理條例〉和〈外資銀行管理條例〉的決

定」，以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本次修

改兩項條例的部分條款，主要是落實有關外資

保險公司和外資銀行准入及業務範圍等方面的

對外開放政策。

大陸銀保監會首席律師劉福壽在國務院新

聞辦公室記者會上表示，此次「外資保險公司

管理條例」的修改放寬了外資保險公司准入條

件，對申請設立外資保險公司的外國保險公司，

取消「經營保險業務 30年以上」和「在大陸
境內已經設立代表機構 2年以上」的條件。此
外，修改後的「條例」允許外國保險集團公司

在大陸境內投資設立外資保險公司，允許境外

金融機構入股外資保險公司，並授權國務院保

險監督管理機構制定具體管理辦法。

大陸放寬對外資銀行的業務限制，主要有

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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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擴大外資銀行的業務範圍，增加「代

理發行、代理兌付、承銷政府債券」和「代理

收付款項」業務，進一步提升在大陸外資銀行

服務能力。

二是降低外國銀行分行吸收人民幣存款的

業務門檻，將外國銀行分行可以吸收大陸境內

公民定期存款的金額下限由每筆不少於人民幣

100萬元改為每筆不少於人民幣 50萬元。
三是取消外資銀行開辦人民幣業務的審

批，優化在大陸外資銀行的營商環境。

同時，放寬外資銀行准入門檻，一是放寬

中外合資銀行陸方股東限制，取消中外合資銀

行的陸方唯一或者主要股東應當為金融機構的

要求，擴大外資銀行自主選擇陸方合作夥伴的

範圍。二是放寬外國銀行在大陸設立營業性機

構的條件限制，取消外國金融機構來大陸設立

法人銀行的 100億美元總資產要求和外國銀行
來大陸設立分行的 200億美元總資產要求。

世銀「全球營商環境報告」 
陸營商環境排名全球 31位
據經濟日報、工商時報等媒體 10月 24

日報導，世界銀行發布「全球營商環境報告

2020」，中國大陸營商環境總體得分 77.9分，
比上年上升 4.26分，排名全球第 31位，比去
年提升 15位，而大陸已連續兩年被世界銀行評
選為全球營商環境改善幅度最大的 10個經濟體
之一。

世界銀行自 2003年起每年發布全球營商環
境報告，選取 10項評估指標對全球 190個經濟
體的營商環境評分排名。該報告評估樣本為各

國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其中 11個人口過億國
家選擇兩個常住人口最多城市評估。本次世銀

的報告調查對大陸採取的樣本城市為北京和上

海（權重分別是 45%與 55%）。
大陸的營商環境，共有 9個指標領域營商

環境改革獲得世銀認定。大陸財政部副部長余

蔚平表示，這 9個指標領域分別是開辦企業、
辦理建築許可、獲得電力、納稅、跨境貿易、

執行合同、保護中小投資者、辦理破產、登記

財產等。在 10個分項評估指標中，有 8項指

標排名上升。包括，辦理建築許可排名揚升 88
名至第 33位；保護中小投資者排名提升 36名
至第 28位；辦理破產排名提升 10名至第 51位；
跨境貿易排名提升 9名至第 56位；納稅排名
提升 9名至第 105位；獲得電力提升 2名至第
12位；執行合同排名提升 1名至第 5位；開辦
企業排名提升 1名至第 27位。但也有 2項指
標排名略有下滑。其中，登記財產排名下降 1
名至第 28位；獲得信貸排名下降 7名至第 80
位。

以辦理建築許可為例，目前在大陸辦理施

工許可證耗時 111天，在該指標的質量指數上
得到 15分的滿分，高於東亞地區 132天和 9.4
分的平均水平。此外，大陸也加強少數投資者

保護機制，全球排名上升至第 28位，高於東
亞地區平均排名第 99，以及高於 APEC高收入
經濟體的平均排名第 46。此外，大陸簡化辦理
獲得電力的流程、縮短了審批時間，也通過採

取貨物預先申報、升級港口基礎設施、優化海

關程序等措施。

大陸公布 12項跨境貿易投資便利化措施
據聯合報及旺報 10月 25日報導，大陸國

務院常務會議日前審議通過「優化外匯管理、

促進跨境貿易投資便利化政策」，外匯管理局

公布 12項「促進跨境貿易投資便利化政策措
施」，包括 6項跨境貿易便利化措施和 6項跨
境投融資便利化措施。

大陸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春英表示，

這次推出的政策主要是幫助企業節約成本，包

括資金的使用，賦予銀行和外貿企業更多的自

主權，做好穩外貿、穩外資等六穩工作，以進

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12項措施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跨境貿易
便利化措施：

一、擴大貿易外匯收支便利化試點。允許

符合條件的銀行，為信用良好的企業辦理貨物

貿易和服務貿易外匯收支時，自主優化業務辦

理流程。

二、簡化小微跨境電商企業貨物貿易收支

手續。允許年度貨物貿易規模在 20萬美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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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小微跨境電商企業，可不辦理「貿易外匯

收支企業名錄」登記手續。

三、優化貨物貿易外匯業務報告方式。取

消企業向外匯局報告業務初期進出口與外匯收

支對應情況的要求。同時，貿易信貸等特殊業

務報告全部實現網上辦理。

四、允許企業自主選擇是否開立出口收入

待核查帳戶。簡化出口收入入帳手續，在滿足

銀行真實性審核要求前提下，企業貿易收入可

直接進入外匯結算帳戶或結匯。

五、便利企業分支機搆進行貨物貿易外匯

收支名錄登記。對於有貿易外匯結算需求的企

業分支機搆，可參照企業法人要求辦理「貿易

外匯收支企業名錄」登記手續，相關申請材料

也一併簡化。

六、允許承包工程企業境外資金集中管理。

承包工程企業可將境外不同工程項目資金集中

管理，調配使用，便利企業境外沉澱資金，支

持企業開拓多元化市場。

第二部分是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措施：

一、允許非投資性外商投資企業依法以資

本金開展境內股權投資。允許非投資性外商投

資企業，即除外商投資性公司、外商投資創業

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股權投資企業以外的外商

投資企業，在遵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管理

要求及符合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前提下，依法

以資本金開展境內股權投資，包括使用資本金

新設子公司或併購境內其他企業等。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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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擴大資本項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試點。

試點企業將資本金、外債、境外上市資金等資

本項目收入用於境內支付時，由試點銀行按照

審慎監管原則辦理，無需事前逐筆提供真實性

證明材料。

三、便利部分資本專案外匯資金結匯使用。

境內機構或個人向境外投資者轉讓境內企業股

權時，可直接在銀行辦理轉讓對價款結匯使用手

續，無需提交資金使用的證明材料。境外投資者

為競標或達成交易而匯入的保證金，在競標成功

或交易達成後，可直接用於其境內合法出資或支

付對價，也可結匯支付，無需原路退回。

四、改革企業外債登記管理。將企業外債

註銷登記由外匯局辦理改為直接到銀行辦理，

取消企業需在 1個月內辦理外債註銷登記手續
的時間要求。

五、取消資本專案外匯帳戶開戶數量限

制。企業在符合審慎監管要求下，可在銀行開

立多個帳戶，滿足企業不同資金管理需求。

六、推進境內信貸資產對外轉讓試點。按

照風險可控、審慎管理原則，擬在粵港澳大灣

區、海南試點，將可跨境轉出的信貸資產範圍，

從銀行不良債權擴大至貿易融資。

大陸推動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據經濟日報 10月 25日報導，大陸商務部
等 14個部門 10月 25日公布「培育建設國際
消費中心城市的指導意見」，要求聚焦優質消

費資源、建設新型消費商圈，並推動消費融合

創新，目標是在 5年左右建成若干綜合性國際
消費中心城市。

大陸商務部指出，利用 5年左右時間，指
導基礎條件好、消費潛力大、國際化水準較高、

地方意願強的城市開展培育建設，基本形成若

干立足國內、輻射周邊、面向世界的具有全球

影響力、吸引力的綜合性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帶動形成一批專業化、特色化、區域性國際消

費中心城市。要靠消費中心城市成為擴大引領

消費、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拉動經濟增長的新

載體和新引擎。

因此，該意見以培育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

市為重點任務，首先是聚集優質消費資源。引

導企業增加優質商品和服務供給；發展品牌經

濟，吸引國內外品牌新品首發；加快培育和

發展服務消費產業。二是建設新型消費商圈，

打造一批具有較強國際影響力的新型消費商

圈，推進智慧商圈建設；三是推動實體商業

轉型升級，打造一批商旅文體聯動示範項目；

四是打造消費時尚風向標；此外，還要加強

消費環境建設，完善消費促進機制，提升城

市消費競爭力。

大陸前 3季工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 2.1%

據經濟日報及旺報等媒體 10月 28日報導，
大陸國家統計局 10月 27日公布 9月大陸規模
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為人民幣（下同）

5,755.8億元，較上年同期衰退 5.3％。今年第 3
季，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 1.6兆元，
年減1.8%，今年前2季季分別下降3.3%、1.9%。
今年 1至 9月，工業企業利潤實現總額 4.59兆
元，年減 2.1％。
分行業檢視，1 至 9 月，在 41 個工業

大類行業中，30個行業利潤總額同比增加，
11個行業減少。其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
應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 13.7%，電氣機械和
器材製造業增長 13.5%，專用設備製造業增
長 12.9%，非金屬礦物製品業增長 11.8%，石
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下降 53.5%，黑色
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下降 41.8%，汽車製造
業下降 16.6%，化學原料和化學製品製造業下
降 13%。1至 9月累計，製造業實現利潤下降
3.9%，延續今年以來持續下降趨勢；採礦業實
現利潤年增 3.1%，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
和供應業則是年增 12.3%。
分企業類型檢視，只有私營企業利潤保持

成長，1至 9月累計年成長率 5.4%；國有控股
企業利潤降幅繼續擴大，年降 9.6%；股份制企
業利潤年降 1.2%；外商及港澳台商利潤年降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