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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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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工业级碳酸锂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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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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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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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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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焦点
•

世卫组织：南半球流感季病例数量少于往常 当地时间 10 月 16 日，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世
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全球每年有多达 350 万例的季节性流感重症病例，以及多达 65 万例与呼吸系统
有关的死亡病例。在今年的南半球冬季，由于采取了控制新冠肺炎的措施，季节性流感病例和死亡人数也少
于往常，但不能假设北半球流感季也会如此。

•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800 万例

•

世卫组织：欧洲上周新增病例数量比三月份疫情高峰时高出近三倍

•

世卫组织：地塞米松仍是唯一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有效的药物 当地时间 10 月 16 日，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
炎例行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团结试验”中期结果表明，瑞德西韦、羟氯喹、洛匹那韦/利
托那韦以及干扰素治疗在防止新冠肺炎患者死亡或缩短住院时间上几乎没有效果，“团结试验”将评估其他
疗法，包括单克隆抗体和新型抗病毒药。目前对于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来说，地塞米松仍是唯一有效的药物。

焦点
•

美国 9 月零售销售环比 1.9%，预期 0.8%，前值 0.6%

•

德国欧洲事务部长罗斯(Michael Roth)周五表示，欧盟希望与英国达成贸易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

•

美军已对韩国政府表示，由于对 2.85 万驻韩美军费用分摊问题达不成协议，明年 4 月起将让近 9,000 名韩
国工作人员休无薪假。

•

全球智能手机代工大厂--台湾鸿海 2317.TW 周五表示，希望在 2025-2027 年拿下全球电动车 10%市占率，
目前已与多家汽车制造商洽谈进一步合作。他并预期在 2025-2027 年拿下全球电动车 10%市占率，也就是
约 300 万辆。富士康推出一个为汽车公司生产电动汽车的平台，该公司想成为汽车界的“安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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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蚁集团将 IPO 估值目标提高至 2800 亿美元（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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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宏观经济
FT 社评：全球经济复苏极不均衡
更新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 12:05 英国《金融时报》 社评

当新型冠状病毒扩散到武汉以外地区时，各个经济体纷纷崩溃。在全球范围内，产出下滑的规模是和平时
期未曾见过的。随后，积极的财政和货币应对措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东亚经济体成功遏制了病
毒——意味着现在的预期已不再像一些人今年早些时候担心的那样黯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周二
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表示，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4%，这是一个可怕
的数字，但没有 6 月份预测的萎缩 5.2%那么糟糕。但复苏的前景极不均衡。
在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中国受到强劲的出口销售和病例减少——这让经济得以重新开放——的提振，
今年将增长 1.9%，这一结果比原本的预期乐观得多。与此同时，由于无法完全解除对人员行动的限制，
美国和欧洲各经济体仍将经历大幅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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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集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由于美联储(Fed)和美国财政部迅速采取行动支撑金
融和劳动力市场，美国的表现将远胜于欧洲。美国经济预计将收缩 4.3%，相比之下欧元区的收缩幅度更
大，为 8.3%。与此同时，英国经济预计将收缩 9.8%，比 IMF 在 6 月份作出的预期略有改善。
主要新兴市场内部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与中国和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形成对比的是，印度一直难以遏制疫情，
预计 2020 全年印度经济将萎缩 10.3%。在拉丁美洲，墨西哥的前景仍然暗淡，而巴西的命运已大大改善。
经济的组成也很重要。中国 9 月份进口激增，突显出那些更多依靠制造业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处于优
势地位；石油出口国和那些依赖于国内服务需求的国家则不然。
未来几个季度，复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遏制疫情的能力。如果疫苗问世的速度快于预期，或者治
疗方法的疗效比预期更好，那么明年的经济前景将更加强劲。IMF 目前预计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5.2%。
如果疫情持续且变得更加难以控制，IMF 提出了正确的建议：各国应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医疗体系运转，并
遏制社会紧张局势。许多新兴市场和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已飙升至令人担忧的水平。然而，尽管各
国必须制定 计划以在 更长期内降 低自身债 务负担，但 当前的重 点必须放在 减轻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即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影响上。工资补贴的取消应该是逐步的，而且只有在经济复苏步
入正轨时才能取消。如尚有余力，政府应该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教育，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大流行远未结束。正如 IMF 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斯(Gita Gopinath)正确地指出，前方的道路既充满
不确定又颠簸不平。IMF 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警告说，随着失业者失
去技能和希望，这可能会造成创伤。IMF 的预测认为，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最好的方法是通过成功的跟
踪与追溯政策来减轻疾病传播，这将使经济能够更快地重新开放。该病毒首先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和其
他东亚国家在控制疫情方面所起的带头作用，为全球经济提供了最佳出路。
中国经济反弹提振日本企业
WSJ Megumi Fujikawa 2020 年 10 月 16 日 17:30 CST 更新

在新冠疫情继续打击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际，日本各企业巨头正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真正在反弹的市场上：中
国。优衣库(Uniqlo)的运营商迅销(Fast Retailing Co., 9983.TO)周四表示，该公司休闲服装在中国的销售
复苏速度快于预期，这将是该公司希望在截至 2021 年 8 月的当前财年实现创纪录业绩的一个重要驱动因
素。该公司预计财年净利润将增长 83%，至 1,650 亿日圆（合 16 亿美元），收入增长 10%。
优衣库上一财年在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区 800 多家门店中再增 59 家门店，并计划本财年再增开
100 家。迅销首席执行官柳井正(Tadashi Yanai)在东京
的财报发布会上表示：“我相信，仅在中国，我们就可
以开设 3,000 家门店。”
其他认为中国市场强劲表现有助于支撑近期销售的日本
公司包括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公司和日产汽车，以及化
妆品生产商资生堂和高丝。
中国今年年初实施了一些全球最严格的抗疫封锁措施，
之后中国的快速复苏被证明是全球经济黯淡图景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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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亮点。这些严苛的抗疫措施助力中国几乎消除了新增新冠病例，令商业和消费者活动几近恢复到正常状
态。
IMF 本周称，中国将是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预计中国经济将增长 1.9%。IMF 称，中国的
增长意味着全球经济下滑程度不会像其此前预期的那样糟糕。
对日本来说，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复苏也大有裨益，因出口是日本经济的增长引擎。据日本财务省数
据显示，6 月日本对华出口几乎已恢复到一年前水平。相比之下，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继续下降。美国是日
本第二大贸易伙伴。
日本担忧的一个问题是，该国可能会卷入中美之间日益升温的紧张局势中，美国是日本在地缘政治方面的
最大盟友。一些日本高管担心，如果美国要求日本支持美方在从贸易到人权等一切事务上日趋强硬的对华
立场，与中国的业务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但就目前而言，日本企业正受益于中国需求的改善。
优衣库在华销售曾受到中国封锁举措的沉重打击，在截至 8 月 31 日的一年里下滑了 9.3%。但该公司表
示，过去几个月在华销售额已快速回升。优衣库首席财务官 Takeshi Okazaki 说，自 7 月中旬以来，得益
于对夏季服装和居家办公的休闲服装的需求，该公司月度销售额已经超过去年水平。
资生堂旗下高端品牌在中国内地的销售额激增，其中包括 Cle de Peau Beaute 护肤品。在疫情导致中国
游客被禁入境日本前，这些高端品牌很受中国游客欢迎。4-6 月当季，这类产品的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了超过 50%。
高丝发言人称，该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从 4 月份开始改善，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日本以外亚洲市场
的销售额占到高丝总销售额的 20%。
今年早些时候销量大跌的汽车制造商也看到中国市场需求正在回升。丰田汽车在华销量从 4 月份开始缓慢
回升，8 月份销量同比增长 27%，同期国内销量下降 10%。日产汽车也称，第三季度在华销量同比增长
4.4%。
中外关系
【Bloomberg】大陸「十四五規劃」對全球的可能衝擊 不容輕忽
2020-10-16 09:27 經濟日報 編譯／任中原

當新冠肺炎疫情最終退潮，全球經濟進入復甦階段後，各國投資人將聚焦於傳統產業股，但中國大陸即將
出台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十四五），卻可能對各國帶來更大的壓力。
北京當局正準備宣布一套專注於高科技產業發展的藍圖，全球都應該密切關注。
全球傳產類股得到政府擴大支出及寬鬆貨幣政策的支持，及中國大陸加速信貸周期的推助，走勢一路順風。
本周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 9 月機械出口訂單比 8 月激增近 50%，是連續第二個月增加，並重回肺炎疫
情之前的水準，這對傳產股當然是大利多。
然而，彭博資訊亞洲產業專欄作者崔維迪（Anjani Trivedi）認為，投資人仍應抱持審慎態度。
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學者姜緯與波士頓學院學者佛斯今年 4 月發表的研究指出，中國大陸在推行產業政策
與五年規劃配套後，將對目標產業的成長造成震撼，無論是在中國大陸內部、還是國外。

4

報告說，「（大陸）歷次五年規劃的實施時機，都不是在美國相同產業的生產及就業水準降低之前推行，
而是在美國產業及就業萎縮之後的一、兩年才上路」。在這些「規劃」宣布之前，沒人能預測到這些措施
造成的殺傷力有多大。
以往受到打擊的美國產業有家具、玩具，或所謂的夕陽產業，華府可以不在意。但現在中國大陸日益聚焦
於美、中兩國都有意取得領導地位的產業，例如 5G 通訊及各種綠色產業。
這對下任美國政府是一大警訊，無論是哪一黨勝選都一樣，美中關係緊張之高，不言可喻。
這項報告的分析顯示，以往每當中國宣布新的五年規劃後，相較於非目標產業，「目標產業」的企業數目
平均增加了 30%，而美國相同產業的就業率則分別下降 5%及提高 7%。
大陸經濟規劃官員將於 10 月底討論並通過「十四五規劃」，並於明年送請人大會議通過，預料內容將以
「雙循環」為核心。這套策略主要是促進國內需求以帶動經濟成長，並以吸引外國投資及科技為配套。
因此，如果中國大陸朝向內需轉型，並提升科技產業鏈，情況將會如何？報告指出，外國雇用技術勞工的
產業將受重創，尤其是全球高科技機械與自動化相關產業。
其他研究則發現，中國大陸在智慧財產領域的競爭力不但強，也對一些重視研發及專利權的美國廠商造成
不利影響。
中國大陸從 1950 年代就開始實施「五年規劃」。在補貼政策的配合下，持續指引經濟、企業及投資方向。
過去幾十年來的「五年規劃」已協助農業及傳統工業蓬勃發展，但未特別強調科技。從「十二五規劃」
（2011-2015 年）開始，經濟成長組合已經改變；現行的「十三五規劃」中，提到「創新」這個字眼超
過 200 次，並推動「中國製造 2025」，重視高階製造、大數據、智慧電網及網路安全，這也成為美中貿
易衝突的膠著點。
目前北京當局在落實產業政策時，面臨諸多挑戰，包括現金比以往吃緊，國際政治逆風強勁，以及新冠肺
炎導致全球經濟困頓；加上財政吃緊、負債沈重，使目標產業不得不更集中。
儘管面臨諸多限制，大陸「規劃」官員仍展現企圖心，重視 5G 網路及綠色科技，而網路延伸仍是首要目
標。國有企業改革也仍是優先工作，包括珠海格力電器及海信家電集團將進行股權混合計畫，以提高股東
報酬率等。同時中共統戰部目前聚焦於使民營企業與政府合作。
以往中國大陸的「五年規劃」，常會造成目標產業供給過剩，導致全球產能過多，相關產品價格重挫。但
現在中國大陸已學到教訓，不再以量取勝。
因此，「十四五規劃」將重視產品鏈的提升，這也將使全球相同領域的競爭者憂心忡忡。
聯合國資料中心落腳杭州，專家：民主國家定會抵制
作者 VOA 美國之音 | 發布日期 2020 年 10 月 16 日

兩位中國籍官員，一位代表中國政府、一位代表聯合國，簽了一份意向書，確定聯合國第一個大數據研究
中心將建在中國杭州，距離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總部不遠的地方。儘管這個計畫獲聯合國支持，但專家
質疑這是中國借聯合國金字招牌為自己設立的「全球情報網」。
「當美國試圖限制數據流向北京之時，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祕書處正與北京合作，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全球聯
合資料中心，」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 Claudia Rosett 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該計畫包括建立一個處理
聯合國成員國數據的研究中心，和一個利用衛星監視技術彰顯中國實力的地理空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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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世界領先的高科技監視國，中國很樂意提供幫助，」Claudia Rosett 說。
Claudia Rosett 是女性獨立論壇的外交政策研究員、《華爾街日報》前記者。她曾於 1989 年在北京報導
天安門事件，也是聯合國腐敗的批評者，著有《聯合國怎麼辦》（ What to Do about the UN），批評
聯合國在完成其使命方面極為失敗並很危險。
習近平親自宣布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9 月 22 日在聯大辯論影片發言中宣布「為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核心作用」，
「中國將設立聯合國全球地理信息知識與創新中心和可持續發展大數據國際研究中心」。
這個計畫始於 2019 年，當年 6 月，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和聯合國負責經社事務的副祕書長劉振民
在上海會晤，簽署了「聯合國─國家統計局大數據研究所」諒解備忘錄。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是紐約聯合國祕書處主管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部門。從 2007 年以來，這個部門一
直由來自中共派出的官員領導。現任該部負責人是中國前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該部門網站的中文介紹說，
聯合國「經（濟）社會部的影響力已遠遠超出聯合國的大門」，其工作主要是，「制定規範」、「數據和
分析」 、「能力建設」三大類。
聯合國解釋了什麼是「地理空間資訊」（Geospatial Information），「每件事都發生在某個地方，但是
我們要如何去了解哪裡正在發生什麼事？什麼時候發生的？發生的理由又是什麼？這一切的答案就在地理
空間資訊。」
這一大數據中心被納入聯合國「2030 可持續發展議程」，共 17 項目標，包括健康福祉、和平正義。聯
合國認為，大數據技術地理空間資訊，「可以幫助我們衡量、監測和管理可持續發展目標，並改善人們生
活和保護地球。」
中共對數據流內外有別
諷刺的是要為聯合國建全球大數據中心的中國，至今不允許聯合國到中國調查原發於中國武漢、肆虐全球
的新冠病毒大流行起因，「本來按照國際公共衛生條例，中共做為原發國有責任和義務應該讓相關專家到
疫情原發地進行考察，可是它就是不讓你進來，國際社會拿它毫無辦法，」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告訴美
國之音。
聯合國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祕書長劉振民 9 月在聯合國全球地理信息管理專家委員會上宣布，「在中
國政府強大而慷慨的支持下」，「中國德清全球地理知識和創新中心將通過最後的行政批准。」
為什麼是浙江省德清縣？其中凸顯中共利用聯合國所做的長期努力。聯合國首屆全球地理空間資訊管理論
壇於 2011 年在南韓首爾舉行，但並無永久會址。2012 年初，經過中國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積極爭取，
聯合國統計司同意永久會址落戶在浙江杭州。統計司是聯合國經濟社會部下屬機構。
2015 年，浙江省將德清做為其地理信息空間中心，而聯合國的這一論壇就落戶德清了。在這一期間聯合
國統計司上屬的經濟社會部經歷了劉振民的兩位前任，沙祖康（2007 至 2012）和吳紅波（2012 至
2017）。這也許部分解釋了為什麼 2007 年後中國派往聯合國的副祕書長都主掌這一部門。
Claudia Rosett 說，德清「曾於 2018 年舉辦聯合國世界地理空間信息大會，而大數據研究所在距離德清
不到一個小時車程的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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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是中國科技巨頭阿里巴巴集團所在地，該集團聯合創始人兼前執行董事長馬雲與 Melinda Gates 共
同主持了聯合國祕書長 Antonio Guterres 組織的 2018 年聯合國「數位合作」高級別小組會議。

聯合國服務於中共全球野心？
「聯合國與中美億萬富翁之間的關係不斷加深，正服務於中國共產黨爭取全球霸主的願望，」Claudia
Rosett 表示。
「這種設置很容易成為中國的全球情報網路，」Claudia Rosett 說。「習近平向聯合國─中國地理空間和
大數據綜合體承諾，將允許其在整個時空範圍內詳細繪製從地形和基礎設施到人類行為的所有內容，」她
補充。
Claudia Rosett 認為，首先因為中共政權已經建立了全世界最強大的高科技全民監視系統。它以「防火長
城」控制國內網路，禁止網友使用官員可以進行宣傳的美國社群媒體平台，如 Facebook 和 Twitter。
今年早些時候武漢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爆發之初，正是這個監視系統扼殺了武漢李文亮醫生髮
出的新冠病毒早期警告，並最終導致李文亮醫生本人在一個多月後死於這個病毒的感染。
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已經在全球範圍內收集、竊取大量數據，而「聯合國具有合法性的招牌將使北京更容
易確保來自成員國的數據流，影響聯合國收此類數據的標準和規範、形成結果、將其輸入聯合國系統，並
把中共的高科技暴政投射到世界各地，」Claudia Rosett 說。
其次是聯合國的配合。「中國已經選擇聯合國做為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畫的工具，」Claudia Rosett
說。去年，聯合國祕書長 Antonio Guterres 稱讚「一帶一路」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具有「內在聯
繫」；聯合國文件顯示，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數十個聯合國分支機構已簽署了支持
「一帶一路」計畫的協議，而聯合國全部 15 個專門機構中有 4 個目前由來自中國的官員管理。
民主國家定會抵制
胡平說，聯合國的很多作為，包括人權委員會，結果成為最反人權國傢俱樂部，簡直成了笑話，「中共在
這些方面本來就惡名昭著、人所共知，你還把這種（大數據）合作交給中國政府，所以聯合國現在很多作
為已經讓人非常憂慮了，因此，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國家同盟就顯得更必要。」
旅美法律專家虞平告訴美國之音，中國建聯合國大數據中心其困境是無法取信於世界。「中國怎麼樣向全
世界解釋它的體制能夠，第一個，隱私權是不受侵犯的；第二個，能夠更進一步保證不用這些數據去強化
其專制體制，來鎮壓人民的言論自由，」虞平說。
虞平表示，無論這個未來的聯合國大數據中心在中國以什麼形式運作，都會受到中國政府直接控製或者乾
預，因為「極權統治控制你生活的所有方面。民主國家視中國為洪水猛獸的很大原因，是他全方位地控制
了中國的所有資源。因此，中國每強大一分，其專制政權的控制力也強大一分。這是最大的問題。」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10 月 6 日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全球 14 個發達民主國家絕大多
數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升至 10 年來新高。他們是澳洲（81%）、英國（74%）、德國（71%）、荷蘭
（73%）、瑞典（85%）、美國（73%）、南韓（75%）、西班牙（63%）、法國（70%）、加拿大
（73%）、義大利（62%）、日本（86%）以及比利時和丹麥。
同一調查還顯示，這些發達國家七成至八成多民眾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喪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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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到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七、八十其實已經到了最大限度了，最反感了，比這個更反感
都不太可能做得到了，都已經到頂了，」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說。「在這麼惡劣的情況之下你想它就是
建立起來，這些國家的民眾也會拒絕把他們的相關資訊，交給你這個所謂以聯合國為招牌的大數據中心。
這個事情一定會遭到很多國家有力地抵制，」胡平斷言。
蓬佩奥要求在美孔子学院年底前全部关闭 中国外交部称中方保留进一步做出反应权利
路透北京 10 月 16 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年底前关停在美孔子学院，对此，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表示，这是蓄
意破坏中美人文和教育交流合作，严重违背两国民意；如果美方这样做，中方保留进一步作出反应的权利。
“美方个别政客应摒弃冷战零和博弈思维，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将有关教育交流项目政治化，停止干扰中
美之间正常的人文交流，停止损害中美之间的互信与合作。”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称。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国务院要求美国各级学校在年底前关闭孔子学院。
此外，他还称，对于那些持美国签证、代表中国参与孔子学院运作的人士，美方也希望确保他们无法再进
入美国课堂。美国在 8 月宣布将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注册为外交使团。
大中华地区
中国“十四五”料聚焦科技等四大主题 后年经济进入中等增速时代--瑞银
路透香港 10 月 16 日

瑞银财富管理周五发表报告预期，中国第十四个五年（2021-2025 年）规划将会强调“双循环”策略、
科技自给自足、城镇化 2.0 及绿色经济等四大主题。报告并预期，因低基数效应关系，明年中国经济增速
可能反弹至 7%以上，但随后将会进入中等增速（5.0-5.5%）的时代。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亚太区投资总监及兼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一帆团队撰写的报告称，自 2017
年以来，伴随着供给侧改革，中国内地对经济增长放缓也展现更高的容忍度，并更重视增长的质量而非数
字上的增长。该行认为，中国将继续朝消费导向、高增值、绿色及可持续增长的方向发展以实现经济平衡。
在四大主题中，“双循环”策略将成为“十四五”的焦点，料将纳入新五年计划的战略框架。至于科技自
给自足将获推动，对中国来说，技术创新和自给自足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持续的中美紧张关
系为技术脱钩和供应链不稳定带来风险。
尽管科技自给自足不能一蹴而就，但报告估计“十四五”规划中或会承诺采取更多措施发展本土技术，特
别是半导体和先进制造技术；预期中国会对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和先进技术领域提供更多支持、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并增加鼓励技术创新。因此，可能会增加研发和教育开支方面的目标。
此外，瑞银料“十四五”期间城镇化 2.0 将会提速，目前内地五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
江中游及成渝城市群，是城镇化的主体。去年五大城市群占到全国 GDP 的 64%及人口的 54%。在下一阶
段，中国可能将焦点放于改善交通运输系统及旧区改造，加强各城市群之间的连系。
至于绿色经济则将会是较长远的目标。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表示，争取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报告称，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可能会在“十四五”中设订更高的绿色
能源目标。此外，中国自 2016 年以来推出了广泛的绿色金融工具，中国亦将可能改善绿色金融市场的发
展，以实现更好的自给自足和更大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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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债务增长迅速，为经济复苏提供支撑
WSJ Mike Bird 2020 年 10 月 16 日 15:45 CST 更新

IMF 称，中国从疫情的影响中复苏，将由此成为 2020 年
实现增长的少数几个经济体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
于仍在迅速增长的中国家庭债务。
今年，中国的消费远远弱于其他经济活动，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同比仍出现下滑。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家庭没有起到
作用：今年中国和西方国家家庭债务规模明显不同。
事实上，在中长期内，仍在上升的家庭债务可能会继续拖
累消费者支出，利息支付占收入的比例将会更大。
IMF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虽然今年发达国家的企业债
务增幅大幅提高，但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家庭债务增长
速度更快。
近几年在全球 10 大经济体中，中国的家庭债务与国内生
产总值(GDP)之比上升速度遥遥领先：该比例较 10 年前高
出 31.6 个百分点，远高于排名第二的加拿大 10.1 个百分
点的增幅。美国家庭债务与 GDP 之比下降了近 20 个百分
点，从全球金融危机后不久达到的高位有所下降。此外，
与许多家庭整体债务上升但利息成本在下降的国家不同，中国央行今年以来对大范围降息的想法一直持抵
制态度。
IMF 在 2019 年调整了对中国家庭债务的预测，以反映这种债务快速增长势头可能会持续下去的预期，此
前数年，IMF 都预测中国的家庭债务将很快得到控制。该机构预计，到 2024 年底，中国家庭债务与 GDP
之比将达到 68%左右，高于 2018 年底的 54%。但新冠疫情意味着这一预期可能太保守了。
上述债务中的大部分以及今年债务中的大部分都是用于购买房产，这就解释了中国的房地产投资现在已基
本恢复正常、同比增速达到两位数百分比的原因。
IMF 阐明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是，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相对温和。中国是全球今年上半年家庭
和企业贷款增速实际均低于过去五年总体增速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不过，这些不多的新增贷款流确实可
能掩盖了信贷存量的大幅增加——中国政府大力倚重的国有银行实施了大规模贷款宽限，这是中国成功应
对新冠危机战略的关键一环。
银行、购房者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联系是中国经济在今年春天突然停摆后实现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
再次依赖家庭债务将加剧中国业已明显的金融脆弱性，中国政府未来可能会对此感到后悔。
香港 9 月发出破产令和清盘令均创约四年高位 首九个月破产申请增 12%
路透香港 10 月 16 日

香港破产管理署周五发布数据显示，9 月发出的接管/破产令宗数及清盘令数目均创约四年新高；今年首九
个月提交破产呈请书的宗数按年增加 12%，达去年全年水平的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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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发出的接管/破产令宗数为 778 宗，按月及按年分别大增五成及 32%。月内发出的强制清盘令为 44
宗，按月分别急增逾 83%及 1.9 倍。
至于 9 月提交破产呈请书的宗数为 716 宗，按月减 0.7%，但按年则增加 3.6%。今年首九个月，累计申请
破产宗数 6,656 宗，去年同期及全年分别为 5,940 宗和 8,151 宗。
香港今年首两季本地生产总值(GDP)分别按年下跌 9.1%及 9.0%。为支撑疲弱的经济，政府上月中宣布推
出第三轮支援措施，连同此前两轮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和预算案的措施，对政府的财政影响料超过 3,000 亿
港元。特首林郑月娥此前宣布将原订于本周三（14 日）发表的 2020 年施政报告押后，因她正向中央争取
一系列支持香港经济复苏的项目及政策，并希望包含在施政报告中。
金融市场
为什么华尔街没有被拖入中美对峙？
更新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 15:18 英国《金融时报》 帕特里克•詹金斯 报道

三年前，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时，两人的关系达
到顶峰。当面对特朗普要求其开放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压力时，习近平做出承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
“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载着特朗普刚刚离开北京，中国财政部果真宣布了全面改革的消息，要取消
对在华经营的外国金融服务企业的所有权限制——这让华尔街非常高兴。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上周有关“新冷战”(New Cold War)的系列文章所概述的那样，如今的美中关系
看起来非常不同。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正在多个方面展开较量。然而，在金融领域，并没有证据表明两
国关系破裂。
摩根大通(JPMorgan)刚刚完成从资产管理领域合资伙伴的 10 亿美元收购交易，由此获得了对上投摩根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Fund Management)的完整控制权。该行还启动了控制其中国证券
和期货合资企业的进程。与此同时，高盛(Goldman Sachs)准备从合资伙伴手中收购证券合资企业的全部
股份，此举可能使其成为首家获准在华运营的大型全资外资投行。
如果说 2020 年是中美紧张升级、类似于上世纪 80 年代美苏对峙的一年，那么，这也是中国政府在经历
了 20 年缓慢金融开放之后，终于向华尔街敞开大门的一年。
赢得在华业务更大控制权的远不止摩根大通和高盛两家企业。
与摩根大通一样，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今年 3 月获得了其证券合资企业的多数股权，使其持股比
例从 49%增至 51%，该公司还计划争取 100%的股权。上月，花旗集团(Citigroup)获得了监管机构的批
准，成为首家在中国获得基金托管牌照的美资银行，这使得它能够在中国代表基金管理公司持有证券。此
前 8 月份有消息称，贝莱德 (BlackRock)已获准在中国经营自己的全资共同基金业务，而先锋集团
(Vanguard)则将在上海设立一个新的地区总部。
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美国的言论日益恶劣、意味着对中国制造业的破坏性打击和对中国科技巨头的
生存威胁之际，为什么华尔街没有被拖入这场对峙？
答案很简单：互利互惠。对大型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来说，能够更自由地进入即将成为世界最
大经济体的中国，是一件很合利益的事，尽管它们在中国短期内难以获得利润。如果西方金融机构能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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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融入到中国经济的血液之中，也符合西方政府的利益。在中国政府五年规划体系的支撑下，其更具有
可预见性的监管环境让外国投资者感到放心。
至于北京方面，习近平日渐接受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倾斜，这使得金融市场自由化成为其实现目标的一个
明显手段：中国金融业人士可以从与西方同行更多的接触中获益，而中国经济也可以从西方投资者带来的
资本获取渠道中获益。
中国政策制定者担心，国内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贷款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同时，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增
加的储蓄有很大的利用空间：中国的个人理财市场在把现金都藏在床下和疯狂投机单一股票这两个传统的
极端行为之间存在缺口。另一个关键的政策目标则是建立一个更发达的保险和养老金市场。或许最重要的
是，中国认为，结交华尔街的朋友是缓和地缘政治紧张的软实力。
然而，中国出台最新举措的时机耐人寻味。一些人认为这与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治打压有关，政府是在利
用外国企业推动上海的相对崛起。还有人猜测，北京方面希望缩减中国民营金融领域一些最大参与者的规
模，这种猜测或许也有一定道理。
这种金融方面的缓和状态会持续下去吗？如果乔•拜登(Joe Biden)在下月的美国大选中胜出，考虑到他对
北京方面的强硬态度，华尔街进军中国可能会面临新的障碍。但一位经验丰富的银行业人士表示，即使在
特朗普统治下，也会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们总是担心一觉醒来会在 Twitter 上看到这样一条推
文：‘摩根大通、高盛滚出中国！’”
私募高管在不确定环境下看到投资机遇
WSJ 2020 年 10 月 16 日 11:35 CST 更新

从周四在 2020 年米尔肯研究所全球会议上发言的多名高管的表态看，经济从新冠大流行造成的损害中复
苏所需的时间比交易人士最初预期的要长，但有钱可投的公司正在发现大量投资机会。
总部位于伦敦的私募股权公司 BC Partners 董事长兼合伙人斯维德(Raymond Svider)表示，由于政府的
刺激计划，美国经济仍有一些泡沫。他补充说，在摆脱疫情影响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债务水平都已经触
及高位，这意味着，与 10 年前的上一次经济衰退相比，全球央行采取行动支持经济的空间收窄。
斯维德表示：“经济复苏将是缓慢的。”他说：“这可能会比人们当前设想的状况更难熬。”
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Inc. 联席总裁克莱因曼(Scott Kleinman)表示，虽然成长型公司在被收购时
要求的估值很高，但很多“从成长角度看不是特别吸引人的公司目前的估值非常具有吸引力”。
克莱因曼称，过去六个月，Apollo 通过结构性信贷和结构性股权的方式向航空公司、航空航天和飞行器
行业投资了近 50 亿美元。
他表示：“我们认为在这些领域还会有更多投资。”他还表示：“这些行业正在经历的困难还没有完全显
示出来。我们在研究其中一些行业时，实际上是按照它们到 2023 年恢复到 2019 年水平的模型来操作。”
Apollo 也在密切关注商业房地产，克莱因曼预计，在未来两年内，某些细分市场将进行洗牌。
他说道：“低廉的流动性最终并不能解决掉真正的、根本性的需求问题。”
位于巴林的 Investcorp Holdings BSC 的北美私募股权投资部主管塔伊(David Tayeh)表示，尽管美国的
增长率在经济低迷期间放缓，但人口结构、健康与保健方面的长期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并带来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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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投资机构 Investcorp 瞄准了六个核心领域的交易：由技术支持的服务；知识和专业服务；数据和信
息服务；供应链服务；工业服务；以及消费者服务。Investcorp 正在关注该机构瞄准的行业中的几项业务，
认为这些业务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发生永久性的改变。
塔伊说：“我们可能会更加保守一点，但我们会考虑一系列结果，而不是对五年展望的虚假准确度；有很
多不同的方法来尝试和创造价值。”
即使是酒店业和休闲业等遭受重创的行业也没有完全被抛弃，不过受疫情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投资者可
能需要更加谨慎地行事。总部位于巴黎的 Eurazeo 首席执行官莫尔贡(Virginie Morgon)对上述两个行业
的长期前景仍持乐观态度。Eurazeo 投资于这两个行业已有 15 年的时间。
但她补充说，考虑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完全不确定的时代，要给自己更多的时间来确定你能有效地从这项
投资中赚钱，并在机会来临之时顺势而为。”
【Bloomberg】十年一遇的投資機會 螞蟻 IPO 吸引散戶高槓桿融資
2020-10-16 15:03 經濟日報 編譯／黃淑玲

中國大陸金融科技巨人螞蟻集團將在香港與上海同時 IPO，預期合計至少籌資 350 億美元。這可能是史上
最大 IPO 案的氣勢，令香港證券經紀商對 IPO 順利成功信心十足，他們提供高達 20 倍槓桿的融資，幫助
散戶申購螞蟻股票。
如此高的槓桿率反映香港券商在融資和交易費方面競爭十分激烈，追平了耀才證券金融集團、UP Fintech
Holding 等經紀商的最高槓桿率紀錄。這等於散戶只要付 5%的現金押金給券商，就能申購；市場需求大
爆。
然而一旦股價下跌，投資人與券商的曝險也更高，同時可能嚴重破壞到香港金融市場。香港融資市場的利
率，即便是很小型的股票發行，交易前後也會出大幅波動。
香港金融服務公司 Hywin International 執行長 Nick Xiao 說：「幾乎每家證商或銀行都在為客戶尋找保
證金融資的機會，好讓他們得以試著參加股票申購。」他強調，「螞蟻上市是十年一遇的機會」。
香港人只有在特別看好一宗 IPO 案時，才會向耀才這類獨立券商辦理保證金貸款，因為這些券商收取的利
息通常高於一般商業銀行或商業銀行的經紀業務部門。今年稍早，網易、京東在香港 IPO 時，類似的金融
服務也大熱。
騰訊投資的網路券商富途控股針對螞蟻 IPO，準備提供 300 億港元（39 億美元）的保證金融資服務，這
是公司前所未有的最大資金提撥數額。耀才計劃提供的資金更多達 500 億港元。
耀才的執行長許繹彬表示，利率將取決於螞蟻股票發行開始時香港的短期銀行間借貸成本如何。在香港，
IPO 申購窗口通常開放時間不到一周。香港有 700 多家券商，不過前 14 大券商就占了香港每日股票成交
量的一半以上。保證金融資是證券業主要收入來源。
散戶熱烈申購 IPO 股票，影響香港融市場的流動性。例如，前不久農夫山泉規模近 85 億港元的 IPO 案，
就鎖住約 6,000 億港元資金，推動香港銀行間貸款利率上升。這次規模大得多的螞蟻 IPO，勢必衝擊更大。
當然，任何 IPO 案都不保證最後一定能成功。目前這隻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培育出來的金融科技「大螞
蟻」，確切的上市日期還未定。美國川普政府已傳出打擊的對象要擴及到螞蟻的支付寶、騰訊的微信支付
這兩個數位支付平台。而現在美國總統大選日逼近，要趕選前上市的話，時間壓縮得很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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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認為即便 IPO 日期延後，市場熱度不會減損。他們押注螞蟻集團受歡迎的程度足以贏得客戶。香港證
券業協會主席 Gordon Choi 說：「人們看好螞蟻集團的事業前景。」
只花 7.5 億元護盤 207 天！專訪國安基金操盤手：最困難的就是「忍」
2020-10-15 19:01 經濟日報 記者邱金蘭／台北報導

國安基金達成護盤任務，12 日召開例行委員會議決議退場，這波護盤長達 207 天，國安基金卻只花 7.5
億元，為歷次護盤子彈最少金額，外界好奇操盤手是如何做到的？
負責這波護盤任務的國安基金操盤手，也就是財政部次長兼國安基金執行秘書阮清華，他表示，股市的回
穩是國際盤等很多因素造成的，他個人不敢居功。
他談到操盤最重要的三件事，第一，外資大賣時，絕對不要跟外資對作。他回憶，3 月 19 日國安基金召
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啟動護盤時，剛開始的前二周壓力最大。
當時 3 月全球股災，美股大跌，幾天內熔斷好幾次，外資一直倒貨，但國安基金規模最多只有 5,000 億
元，怎可能跟外資對作，變成外資的提款機。
第二、護盤不是一直丟錢，「要能忍」。阮清華說，國安基金要穩定股市，又要避免當外資的提款機，這
是最困難的，所以一定要能忍。
不能看到股市跌、外資賣就進場，要「等到外資賣到手軟了，就輪到我了」，這個時候國安基金一進場，
市場就會跟了，發揮所謂的「點火」功能。
3 月股價指數 8,000 多點，風險相對低，投資人看到國安進場就會跟，他說，國安基金目的就是給投資人
信心，投資人如果沒有信心，國安基金丟再多錢也沒用。
阮清華說，這波啟動護盤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跟過去是啟動護盤的因素不太一樣，因為不知疫情會持續
多久，籌碼更要省著用，絕不硬碰。
根據國安基金資料，過去幾次護盤，投入護盤子彈愈多未必愈有效，2000 年間的兩波護盤共投入 1,700
億元，結果讓國安基金套牢七年，最多帳面曾虧損 400 多億元。
第三，貴人協助。對於如何抓到可以丟子彈的時機點？阮清華說，需要很多充分資訊綜合判斷，這部分要
感謝很多單位的幫助，提供很多資料。
身為操盤手，阮清華現在已經養成每天看盤習慣，他說，3 月是最緊張的時刻，後來隨著資金行情起來、
國際盤趨穩就輕鬆多了。根據國安基金資料，4 月以後，國安基金就沒有再進場護盤了。
行业/板块
中国芯片行业火热背后的隐忧
更新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 12:05 英国《金融时报》 席佳琳 台北 ， 孙昱 北京报道

中国企业正纷纷涌入国内芯片行业，其推动力是一项巨额政府计划，目的是提振该行业，以抵御日益增长
的来自美国的科技压力。
根据中国企业信息提供商企查查的数据，今年头 9 个月，有超过 1.3 万家中国公司注册为半导体公司。
这个数字是去年月度平均水平的两倍，仅 9 月，注册数量就大增逾 30%。进入该行业的很多公司没有半导
体业务的经验，而是来自汽车零部件或海鲜等行业。

13

预计中国政府将大幅增加对芯片行业的资金支持，作为其“十四五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于 10 月底
公布。此举是为了回应美国阻碍中国发展成为科技强国的努力。
一些官方媒体把此举称为“半导体大跃进”，此言指的是 1957 年毛泽东下令通过土法炼钢来赶超西方工
业国家，结果导致史上最大饥荒。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在截至 2025 年的 6 年内，将投资 1.4 万亿美元打造从移动网络到人工智能的
高科技产业。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研究中国芯片产业政策的专家傅道格(Douglas Fuller)表示，大批新进入该行业的企
业受到“补贴或对更多补贴的希望”的推动。
傅道格补充称：“这个行业一直有很多政府参与的行动，但完全在这个行业之外的公司可能正在大举涌入
这个行业，这点与过去不同。”
中国每年进口逾 3000 亿美元的芯片，超过包括石油在内的其他所有商品。很大一部分芯片用于中国出口
行业。
最新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压制中国科技行业的努力。华
盛顿方面对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华为(Huawei，见文首照片)实施制裁，最近又对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
芯国际(SMIC)实施制裁。
公开记录显示，没有任何芯片经验的中国企业正进入该行业。
今年 7 月，汽车部件制造商上海新朋(Shanghai Xinpeng Industry Co)注册为半导体生产企业。自去年底
以来，该公司已对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和佛山的芯片工厂投资逾 4 亿元人民币（合 5900 万美元）。
今年 5 月，由海鲜生产商转型的网络游戏公司——大连晨鑫网络科技(Dalian Morningstar Network
Technology Co)表示，计划斥资 2.3 亿元人民币，购入总部位于上海的一家半导体集团 51%的股份。
去年，大连晨鑫亏损 10 亿元人民币，但自宣布投资上海芯片企业之后，这家在深圳上市的公司的股价已
上涨逾一倍。“我们的游戏业务没有起色，”该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表示，“芯片有更好的未来。”
上海新朋没有回复记者通过电邮发出的置评请求。
过去 40 年，中国已投入巨额资金，试图创建本国的芯片行业，但最新努力的规模（以及伴随它的豪言壮
语）是空前的。
中国官方媒体把发展芯片行业描述为“举全国之力”，这种措辞以前只用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抗击新
冠疫情等任务。
上月，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长白春礼告诉记者，中国需要在先进半导体和集成
电路制造设备领域加大投入，以避免在技术上被美国“卡脖子”。
尽管中国国内有人就盲目投资芯片行业发出公开警告，但也有很多人淡化其中的风险。
“当然，看看我们现在有 1 万多个项目，我相信里面肯定有一大堆肯定会出现问题，”行业组织上海市信
息服务业行业协会(Shanghai Information Services Association)秘书长陆雷在上月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表
示，“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浪费。我们必须把它看作这是一个产业发展必须要交纳的成本。产业发展有
客观规律，一定有这么一个过程，由量变走向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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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瑞公司或于 11 月底申请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WSJ Bojan Pancevski 2020 年 10 月 16 日 19:32 CST 更新

辉瑞公司(Pfizer Inc., PFE)表示，假如能从目前正在进行的后期人体试验中获得积极的疗效和安全性数据，
该公司可能准备在 11 月底前为其新冠疫苗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这家制药巨头正在与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SE 一起开发候选疫苗，辉瑞称，他们仍希望在本月晚些时
候获得有关疫苗有效性的数据，即该疫苗是否能保护至少大多数接种过疫苗的人免于罹患该疾病。之后辉
瑞预计将在 11 月第三周获得关于该药安全性的数据。
辉瑞表示，假设这两组数据都得到了积极的结果，则该公司计划在获得安全性数据后不久向美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简称 FDA)申请该疫苗在美国的紧急使用授权。辉瑞未披露在全
球其他地区进行类似申请的时间。
第三组数据是为了确保该药能够以合适的品质与一致性大规模生产，这组数据将在辉瑞预计收到安全性数
据之前做好提交准备。
辉瑞称，其制定时间表是为了澄清对于这一复杂流程的任何困惑。辉瑞首席执行官 Albert Bourla 在周五
早些时候发布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为了确保公众的信任和澄清大量的困惑，我认为公众了解我们预计
的时间表是至关重要的。”
【Bloomberg】台積電的霸主地位 在這個數字顯露無遺
2020-10-15 18:36 經濟日報 編譯／林聰毅

拜智慧手機和伺服器晶片需求旺盛之賜，台積電（2330）上季獲利再創紀錄，主宰半導體產業的題材 15
日繼續在股市延燒。不過，有一個數字凸顯出台積電當前的實力有多強，令競爭對手敗退下來 。
台積電上季淨利增加 36%至 48 億美元，甚至比最樂觀的預估還高，這位晶圓代工巨人還調升其全年營收
展望至成長 30%以上（以美元計算）。
彭博資訊專欄作家高燦鳴（Tim Culpan）指出，還有一個數字值得檢視。在晶圓代工產業中，每片晶圓
的平均價格並不是一項嚴格遵循的指標；確實，多數投資人甚至都不太費心思去計算。反之，市場常關注
較明顯的數字，例如毛利率（一項在扣除資產折舊等成本後可擠出多少獲利的指標）。
今年第 3 季台積電每片 12 英寸晶圓約當量的價格，為創紀錄的 3,747 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漲約 9%，比
三年前增加 23%。在晶圓代工業，價格上漲並非既定之事：在截至 2018 年的五年中，台積電平均每年僅
漲價 1.6%。該公司在決定收取多少費用之前，必須權衡許多因素，包括成本、產能和需求等。
但去年情況開始改變，加上半導體產業和全球政治經濟也發生一些重要變化。台積電曾與三星電子並駕其
驅，如今已 一馬當先 ，過去曾為 全球最先 進晶片製造 商的英特 爾，更已落 後許多。 研究機構集邦
（TrendForce）指出，台積電目前在晶圓代工市場已攫取約 54%市占率。
與此同時，5G 行動技術和人工智慧的推出，正巧碰上了美中科技冷戰（包括美國實際上禁止台積電賣晶
片給中國科技巨人華為），這意味著多家公司都正大排長龍，想要舉世最佳的晶片製程。
高燦鳴認為，這似乎使台積電管理層更有膽量持續提高價格，客戶也似乎不受影響。無論是在華麗的
iPhone 或高階伺服器，晶片通常是最重要的元件，這種優異元件所提供的更大功率與效率，遠勝於成本
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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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燦鳴也提醒，台積電應該要當心。監管機構、客戶和各國政府可能會擔心台積電變得太強大，且該公
司正利用實力漲價的跡象，可能加深這種疑慮。不過現在，所有人都仍需要台積電。
趋势、评论
【經濟彭博周報】獨立咖啡館遭連鎖業者擠壓 美國咖啡文化可能就此改觀
2020-10-16 12:43 經濟彭博周報 編譯／廖玉玲

新冠肺炎疫情重創全球經濟，餐飲業也未能倖免，就連許多人每天必報到的咖啡館也受衝擊。以美國為例，
根據市研業者歐睿國際（Eurmonitor）的資料，全美到年底前將有 25,307 家咖啡或茶飲專賣店，比去年
減少 7.3%，是 2011 年至今首見萎縮，全年銷售也會減少 12%，至 247 億美元。
即便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仍有贏家與輸家之分。星巴克、Dunkin' Donuts 甚至是麥當勞等提供咖啡服務
的連鎖餐飲店，比獨立咖啡館更能抵禦疫情的衝擊，對美國咖啡的文化影響力自然也更深。全球嗜飲咖啡
者，到咖啡館通常會飲用較高等級的咖啡豆沖煮出的咖啡，這些咖啡館一旦一家家倒閉，這類咖啡豆的需
求很可能隨之萎縮，進而衝擊到這類咖啡的生存。
荷蘭合作銀行（Rabobank）駐紐約的飲料業分析師華森預測，隨著北半球時序逐漸進入冬天，咖啡業可
能會再掀起另一波關店潮，尤其是那些較依賴戶外座位區或過路客生意的店家。
咖啡餐飲店的銷售量和營收，整體而言預料到 2024 年前都不會轉為正成長，但生鮮食品店的零售咖啡銷
售卻會增加。
華森指出，大型的連鎖咖啡館，有資源可因應短、中期的虧損，同時還能提供網路下單以及得來速等較方
便的服務，例如星巴克今年在美國的店面數還逆勢出現淨成長，明年表現可能一樣亮眼。
這家總部位於西雅圖的咖啡連鎖巨擘，加速推出其「外帶」概念模式，也就是設立沒有桌椅的小型據點，
另一方面也拓展得來速據點，並改善相關服務，以減少顧客的等待時間。星巴克也與房東協商出條件較好
的租約，以便因應未來可能再度實施封鎖措施時的狀況。
投資人對星巴克的策略顯然也相當滿意，該公司股價自 3 月谷底至今已反彈逾 50%。麥當勞的股價表現也
同樣亮眼。
許多獨立咖啡館見苗頭不對，也迅速轉型，朝數位化和外帶方向前進，但比起來他們的風險還是比較高。
華森說，最有挑戰性的狀況，通常跟位置有關。例如開設在住宅區的咖啡館，狀況就比設在辦公大樓區或
觀光區的同業還好。另一個則是和房東商議租約的空間，以及能否繼續得到政府的金援紓困，但這兩個因
素都很難控制，且變數很多。
加拿大咖啡餐飲店市場的狀況也大同小異。市場研究與諮詢業者 Allegra World Coffee Portal 預估，加
拿大咖啡館的數量也不斷減少，且萎縮的狀況可能還會再延續兩年。該公司指出，雖然加國 90%的咖啡館
在 9 月左右都已重新營業，但在已大幅改觀的市場環境下，仍面臨一條相當漫長的復甦之路。
Allegra 預測，今年加拿大咖啡館的銷售會比 2019 年驟降 22%，成為 95 億加幣（72 億美元），如果疫
情大致上告一段落了，明年銷售額可望回升到 105 億加幣。不過要回到疫情前的水準，恐怕要到 2023 年
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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