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大
陸
經
貿
消
息
整
理
／
李 

文

2019年 5月號‧329期

3月 PMI重回景氣區間　進出口動力仍不足

據中央社 3月 31日報導，大陸公布 3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
人指數（PMI）重回景氣榮枯線以上，為 50.5%，是 2018年 10
月以來新高。分析指出，政策支持下供需兩端回暖，但進出口動

力仍顯不足。

大陸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3月製造業 PMI為 50.5%，比 2
月上升 1.3個百分點，結束連續 3個月處於景氣收縮區間的態勢；
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非製造業 PMI）為 54.8%，上升 0.5個
百分點。製造業和非製造業 PMI雙雙回升，帶動綜合 PMI錄得
54.0%，比 2月上升 1.6個百分點。
大陸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表示，生

產指數 52.7%和新訂單指數 51.6%均是 6個月高點，代表隨著簡
政減稅降費政策逐步落地，供需兩端有所回暖。

不過，3 月份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指數為 47.1% 和
48.7%，繼續位於景氣榮枯線以下。趙慶河表示，世界經濟成長
放緩，進出口動力仍顯不足。

3月非製造業 PMI為 54.8%。其中，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3.6%，微升 0.1個百分點；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重回高位景氣區
間，為 61.7%，上升 2.5個百分點。
從行業情況看，鐵路運輸、裝卸搬運及倉儲、郵政、電信、

網路軟體、銀行、證券和保險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位於 57.0%以
上的較高景氣區間，經營活動較為活躍。住宿和房地產等行業商

務活動指數低於臨界點，行業景氣度偏弱。

首季 GDP6.4％
據旺報 4月 18日報導，雖然外有美中貿易戰的陰影籠罩，

但大陸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達到 6.4%，略高於外媒原先預估的
6.3%。大陸官方及外國媒體都認為，是官方的刺激政策促成經濟
回暖。不過，大陸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卻是自 2013年習李執政
以來最低的一季。

大陸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毛盛勇指出，第一季的正向指標包

括：一，GDP增長 6.4%，明顯好於市場預期；二，3月份全國
城鎮調查失業率 5.2%，比上個月回落 0.1個百分點；三，3月份
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 2.3%，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上漲
0.4%，市場供需平衡有改善；四，第一季全大陸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實際增長 6.8%，同比增加 0.2個百分點，收入增長跑贏 GDP
（6.4%）。



29

大
陸
經
貿
消
息  C

hina
 Econom

ic a
nd

 Tra
d

e N
ew

s

然而，包括彭博、路透等外國媒體也點出

大陸經濟面臨以下挑戰：一，工業、製造業投

資增速下滑，第一季工業投資增長 4.2%，低於
去年同期的 6.2%，其中製造業投資增長 4.6%，
也低於去年同期的 9.5%；二，第一季全大陸服
務業生產指數同比成長 7.4%，是自 1992年以
來最低的；三，第一季經濟增長好於預期，是

因為前期的政策措施已經初步顯現，但政策穩

增長的力度有可能減弱，尤其是貨幣政策，比

如降息降準等；四，電力、燃氣等部門第一季

產出成長 7.1%，高於工業部門 6.5%的平均增
速，讓人擔心，為了增加工業產出，政府放鬆

對這些高耗高汙染行業的管控。

陸歐領導人會晤：會在 5G合作進一步交流

據中時電子報 4月 9日報導，大陸總理李
克強與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及歐盟委員會主

席容克，召開第 21次大陸與歐盟領導人會晤。
會後雙方發表聯合聲明，雙方會在 5G合作方
面進一步交流，包括產業界之間展開技術合作。

與此同時，美國總統川普 9日姿態強硬
表示，美國將對價值 110億美元的歐洲聯盟
（EU）商品加徵關稅。美國貿易代表署提出

▲  WTO貿易糾紛仲
裁委員會裁定，

中國大陸實施糧

食進口關稅配額

有違大陸 2001年
的入世承諾。

對歐盟加徵關稅商品清單，以報復歐盟對空中

巴士提供補貼。這項初步清單包括大型商用飛

機和零件、乳製品，以及葡萄酒等。由於美國

先前要求歐洲各國一起抵制華為，現在歐盟同

意和大陸在 5G進一步合作，無疑打臉美國。
此外，這份聯合聲明還說，各方同意在相

互尊重及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通過全面落實「中

歐合作 2020戰略規劃」，致力深化陸歐關係；
雙方承諾今年在談判中，特別是投資自由化承

諾方面，取得結束談判所必需的決定性進展，

以便在明年達成高水平的陸歐投資協定。

陸歐又重申所有人權都是普遍的，不可分

割的，同意開展雙邊及國際層面的人權交流；

網路安全方面，陸歐會推動在聯合國框架下，

制定及實施國際接受的網路空間負責任的國家

行為準則。

對美進口糧食關稅WTO裁定陸敗訴

據中國時報 4月 20日報導，世界貿易組
織 4月 18日就大陸限制美國穀物進口的申訴
案做出裁決，指大陸違反加入世貿時定下的承

諾，裁定大陸敗訴。據了解，陸方可在 60天
內提出上訴。

圖／東方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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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WTO的裁定，大陸商務部指出，對
世貿專家小組認定陸方的關稅配額管理措施違

反加入世貿的承諾表示遺憾，強調大陸一貫尊

重世貿規則，會繼續以符合世貿規則的方式，

管理農產品關稅配額。

路透社指出，這是世貿組織對美國政府針

對大陸的市場保護政策所提申訴做出的仲裁；

美國政府在申訴中說，大陸對玉米、小麥和稻

米進口實行的關稅配額嚴重限制了美國對大陸

的糧食出口。

白宮貿易代表署解釋，大陸加入世貿時，

承諾以透明、可預見和公平的方式實施關稅配

額，並將以明確具體的行政程序保證每項配額

都會用完。美國 2017年 8月要求世貿組織成
立一個貿易糾紛仲裁委員會，審查大陸對稻米、

小麥和玉米實施的關稅配額是否遵守了入世承

諾。世貿委員會的仲裁顯然得出了否定的結論。

路透分析，大陸實施的糧食進口關稅配額

基本上是兩級關稅，即對配額內的進口徵收較

低的關稅，對超過配額的部分徵收更高的關稅；

白宮貿易代表署指出，大陸的糧食關稅配額每

年都沒有用完。

根據世貿組織貿易糾紛仲裁委員會 18日
裁定，大陸實施的糧食進口關稅配額有違 2001
年的入世承諾，也就是同意在執行時要以「透

明，可預見和公平為基礎」；委員會同時認定，

關稅配額中存在國營貿易公司與非國營貿易公

司的區分，也不符合大陸當年的入世承諾。

大陸調降進境物品進口稅 
藥品家具相機降至 13%

據聯合報 4月 8日報導，為促進擴大進口
和消費，大陸財政部宣布，自 4月 9日起調整
進境物品進口稅（俗稱行郵稅）。此次調整包

括兩個方面：一是將稅目 1、2的稅率分別由現
行 15%、25%調降為 13%、20%；二是將稅目
1「藥品」的註釋修改為，對規定減按 3%徵收
進口環節增值稅的進口藥品，按照貨物稅率徵

稅。

大陸財政部官網顯示，大陸國務院關稅稅

則委員會決定調整進境物品進口稅。行郵稅是

對個人攜帶、郵遞進境的物品關稅、進口環節

增值稅和消費稅合併徵收的進口稅。為維持公

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行郵稅各稅目稅率應與歸

入該稅目商品的同類進口貨物綜合稅率大體一

致。

公告指出，今年以來，大陸進口貨物增

值稅稅率自 4月 1日起由 16%、10%調整為
13%、9%；進口罕見病藥品自 3月 1日起減按
3%徵收進口環節增值稅。
為使增值稅改革紅利直接惠群眾，此次重

點下調了日用消費品的行郵稅稅率，對食品等

歸入稅目 1的物品稅率由 15%降至 13%，降
幅 13%，對紡織品等歸入稅目 2的物品稅率由
25%降至 20%，降幅 20%。同時，為確保患者
能夠享受減稅紅利，與進口藥品增值稅政策保

持一致，擴大按較低稅率（貨物稅率）徵稅的

藥品範圍。

大陸進境物品進口稅分成三個稅率項目，

13%、20%、50%。如書報、刊物、教育用影
視資料；計算機、數位照相機等信息技術產品；

食品、飲料、家具、玩具，遊戲品其他娛樂用

品稅率降至 13%。運動用品、釣魚用品；紡織
品及其製成品；電視攝像機及其他電器用具，

自行車，調整為 20%。菸酒、貴重首飾及珠寶
玉石、高爾夫球及球具、高檔手錶、高檔化妝

品稅率為 50%。

發改委：淘汰虛擬貨幣「挖礦」產業

據鉅亨網 4月 9日報導，中國大陸發改委
4月 8日公布，擬將虛擬貨幣「挖礦」活動（比
特幣等虛擬貨幣的生產過程）列為淘汰產業。

該目錄內容還指出，如果沒有明訂淘汰期

限，或淘汰計劃的產業即為已明令淘汰或立即

淘汰。而虛擬貨幣「挖礦」活動並沒有註明淘

汰期限，意味著該產業將成為立即淘汰項目。

不過大陸發改委公布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

目錄尚處於市場徵詢階段，確切執行時間，及

內容是否有所修正仍未定。

摩根士丹利曾指出，挖比特幣成本大約三

分之一來自電費。去年全球虛擬貨幣的挖礦用

電需求達到 120兆∼ 140兆瓦時。而全球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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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能源消耗到 2025年預計才只有 125兆瓦
時。由此可以看出虛擬貨幣「挖礦」對於能源

的浪費程度，同時對於實體經濟活動益處有限。

中國大陸將限制虛擬貨幣發展，大陸三大

礦機提供商也是全球排名前三的礦機生產商

比特大陸、嘉楠耘智、億邦國際營運將會重

創。根據艾瑞諮詢提供的數據顯示，這三家礦

機生產商的營收和已售算力占 2017年全球的
90%。而這三家公司去年曾向港交所遞交上市
申請。不過，隨著去年虛擬貨幣價格重挫，這

三家公司的上市申請已經全部失效。

2018年手機產量占全球 90%

據經濟日報 4月 9日報導，中國大陸工信
部公布最新數據顯示，大陸已是全球最大的消

費電子產品生產國、出口國和消費國，2018
年，中國大陸生產的手機、計算機（電腦）和

彩色電視產量占到全球總產量的 90%、90%和
70%以上，穩居全球首位。
大陸工信部統計顯示，2018年大陸生產手

機 18億支，生產電腦 3億台，生產彩色電視
2億台，大陸還是全球最大的消費電子產品消

費國。2018年大陸市場智慧
型手機、桌上型電腦、彩色

電視銷售量分別占到全球的

27.8%、20%、20%。
大陸工信部電子信息司

消費電子處處長曲曉傑表示，

大陸擁有全球最豐富的消費

電子產品門類，產業配套、

技術應用和產業服務能力全

球領先，造就大陸在消費電

子產品上的高產量，2019年
要推進超高清視頻產業發展，

做好虛擬實境（VR）產業發
展、智慧健康養老產業發展、

消費電子智能化轉型升級三

項重點任務。

從出口數據來看，2018
年大陸生產的手機、電腦、

彩色電視、音響等主要消費電子產品出口額約

2,947億美元，占大陸外貿出口總額近 12%。
不過，大陸在消費電子產品的產量優勢卻

受到全球經濟不振的衝擊，大陸電子信息產業

發展研究院院長盧山表示，目前全球消費電子

產品需求疲軟，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需求

持續下滑，大陸內需市場需求乏力也導致電子

產品內銷困難。

半導體業專利排行全球第 4
據鉅亨網 4月 17日報導，隨著全球半導

體產業快速發展，其應用領域不斷擴展，同時

伴隨著 AI、VR/AR，及物聯網等新興技術出現，
更帶動半導體市場新一波的成長。世界半導體

貿易統計 (WSTS)公布數據顯示，2018年，
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達 4687.78億美元，年增
13.72%。
中國大陸在政策的支持之下，IC產業中的

設計、製造、封測成為推動中國大陸半導體產

業成長的主要動能。2017年大陸半導體市場
規模達人民幣 1.686兆元，年增 11.4%，預估
2019年中國大陸半導體市場規模將達到人民幣

▲ 2018年中國大陸生產的手機產量占全球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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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兆元，突破兩兆大關，年增率達 12.1%。
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在經歷長期發展之

下，正加緊腳步追上美、歐、日、韓等高科技

大國。從 2018年公開的全球半導體技術發明
專利申請數量來看，前 100名企業主要來自 9
個國家和地區：日本 41家、美國 18家、中國
大陸 12家、台灣 10家、韓國 9家，至於德國、
荷蘭、瑞士和法國分別有 4家、3家、2家和 1
家企業。

前三名企業專利布局主要圍繞在半導體晶

片、半導體封裝、基板、發光元件、晶體管、

顯示裝置、有機材料等技術，其中，三星以

5803件專利位居第一，LG以 4057件專利排
名第二、第三名則是京東方，專利件數達 2792
件。近期新聞不斷的華為排在第 59位，專利
件數為 347件。
從專利數量上來看，大陸半導體進展已經

有明顯的進步幅度，但在產品質量上與主流高

科技大廠仍有一段差距，短期內要追上並不容

易。不過在大陸政府產業政策的支持及補貼之

下，差距已經開始有縮小的趨勢。

昆山嚴令開展安全生產大排查大整治

據聯合報 4月 2日報導，大陸昆山台企漢
鼎精密金屬 3月 31日發生燃爆事故，造成 7
死 1重傷 4輕傷的重大工安傷亡，江蘇省委常
委、蘇州市委書記周乃翔擴大動員蘇州市全區

召開安全生產工作會議，宣佈即日起全面開展

安全生產大排查大整治，今後要監管責任，加

大執法力度，而對事故責任，將依法依規嚴肅

問責。

燃爆事故檢討會議涵括蘇州市委、市人大

常委會、市政府、市政協領導，在蘇州主會場

參加，另外並以視頻形式在蘇州市各區市設分

會場，全面總動員。

周乃翔指出，清明節、五一節即將來臨，

容不得有半點馬虎，通令要對各領域、各行業、

各場所特別是化工、交通、燃氣、電力、食品

藥品、建築工地等重點行業領域和人員密集場

所開展一次拉網式、地毯式排查，堅決不留死

角、不留盲點。

周乃翔要求，即日起全面開展安全生產大

排查大整治，「必須列出清單、限時整改」，

一旦列入違法違規行為的企業，要重拳出擊、

嚴處重罰，「該停的堅決停、該關的堅決關、

該追責的堅決追責」。

昆山市委書記杜小剛宣布，立即開展昆山

全行業權單位安全生產大檢查大整治，突出危

險化學品、涉爆粉塵、建築施工等重點行業領

域，大力開展全市域、全行業、全領域安全生

產大排查大整治，全力落實安全防範管控措施。

抑房價土地去化五類調控

據旺報 4月 19日報導，為加速去化閒置
的商品住房，大陸中央土地主管機關相隔兩年，

再度實施出售住宅用地的「五類調控」，新華

社在報導此一政策時強調，商品住房消化週期

在三年以上的城市，要停止再批准供地。

大陸中央土地主管機關「自然資源部」下

發通知指出，為落實政府關於房地產調控相關

要求，實現「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用地市

場平穩健康發展，各地要做好 2019年住宅用
地「五類調控」目標工作。「五類調控」的標

準：商品住房庫存消化週期在 36個月以上的，
應停止供地；36∼18個月的，要適當減少供地；
18∼ 12個月的，維持供地持平水準；12∼ 6
個月的，要增加供地；6個月以下的，要顯著
增加並加快供地。

雖然官媒的報導突出調控的重點在於：以

減少批地逼迫地方政府加速住宅的去庫存，但

房地產業者卻有不同解讀，他們認為，中央是

要加速住宅用地供應，以抑制房價上漲的勢頭。

而由於大陸第 1季樓市超出預期，官媒發
文警惕新一輪房價上漲，而來自大陸國家統計

局的數據顯示，截至 3月底，全大陸商品房待
售面積 5兆 1,646萬平方公尺，較 2月末減少
605萬平方公尺，庫存數據創近 61個月（自
2014年 2月末以來）的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