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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特會」 吸睛 貿易談判峰回路轉存變數

上周，中美元首通電
話，確定於本周大阪
G20 峰會上會晤，令正
處於劍拔弩張的中美關
係有了緩和的跡象，中美貿易談判亦在兩位元首的部
署下重啟。中美按下剎車鍵， 「習特會」 給市場帶來
憧憬。加之美聯儲釋放加息信號，各國央行重回寬
鬆，全球資本市場迎來一輪升勢。

元首通話 中美重回談判桌
中美貿易戰令到美國企業首當其衝，在美國國內陣
陣反對聲浪，以及民望下降謀求連任背景下，特朗普
迫切需要政績來提升民調，若能與中國簽訂貿易協
議，無疑將是一個極大的加分項。特朗普順水推舟，
主動致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於中國來說，若能
達成階段性貿易協議，為中國經濟轉型贏得更多時間
窗口，也是合乎國家利益之舉。
有意思的是，在習特通話之後，央視當晚撤下抗美
援朝電影，改播歌頌中美之間愛情的《黃河絕戀》，
這一當年由內地影星寧靜與其外國夫君合演的的舊
片，人們早已淡忘，今日重映，央視也算緊跟形勢。
與去年 12 月舉行的 「習特會」 一樣，今次 「習特
會」 料成為大阪 G20 峰會重頭戲。中美重新回到談判
桌上，達成階段性成果，應當也是雙方共同利益所
在。尤其對於正在尋求連任的特朗普來說，急需一份
有分量的政績來作為其競選的籌碼。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稱，無法保證中美首腦會
面會達成協議，但雙方重返談判桌終究打破了近段時
間以來的對立局面。據悉，對於中美經貿磋商重啟，
美方料將議題集中在結構性轉變和執行機制上。所謂
的結構性轉變將涉及知識產權保障、市場開放、消除
關稅，以及強迫科技企業技術轉移等方面。美方並對
協議的執行機制更為看重。
對於中方來說，態度始終是 「談，大門敞開，但談
要有談的樣子、談的誠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
在例行記者會上稱，中美元首會晤是 「想談什麼就談
什麼」 ，兩國貿易談判有可能取得積極成果。在磋商
過程中，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上周二與特朗普通電話時
所指，最重要是總體均衡，照顧彼此合理關切，找到
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違背這一原則是沒有出路
的。

警惕特朗普故伎重演
貿易談判能否峰回路轉，取得成果，目前看來還充
滿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在於，美方能否正視中國
訴求，在互相尊重基礎上達成協議。為達成協議，中
方可在非原則問題上有所讓步，但如果美方要價太
高，甚至有些涉及主權和尊嚴，則是中方無法接受
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有着強大連任動力和壓力的特
朗普，應當正視並準確領會中方的訴求，才能拿到一
份像樣的籌碼。
特朗普善變的作風，也讓人不能不對 「習特會」 的

前景保持謹慎。越南河內 「特金會」 上特朗普突然掀
翻桌面，拂袖而去的情形歷歷在目，今次會否故伎重
演，令人不得不對加以提防。但中國終究不是越南，
以今天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分量，特朗普採取極
端手法必定吃不了兜着走。
自今年 2 月底越南河內 「特金會」 不歡而散後，美
朝之間再無交集，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陷入停滯。就
在 「習特會」 前夕，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專程訪問朝
鮮，受到朝鮮舉國上下以盛大的場面表達了熱烈的歡
迎。除了慶祝中朝建交 70 周年，鞏固中朝友誼之外，
習近平主席此行為朝鮮半島無核化再做努力，相信會
有很多信息可以傳達，為美朝再度會晤創造條件。

美聯儲暗示加息 人幣重回升勢
受美聯儲暗示減息、中美兩國領袖通電話並將在
G20 峰會晤的消息影響，上周全球資本市場應聲上
揚。
儘管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不理會特朗普再三的減
息威脅，但特朗普出昏招令到美國經濟前景不感樂
觀，政治左右經濟情況下，儘管非已所願，美聯儲的
獨立性還是難免受到影響。美聯儲於上周四凌晨公布
的議息聲明中，不再有 「保持耐心」 字眼，暗示減息
的可能性在增加。
美聯儲即將開啟降息周期，美債利率快速下行，中
美利差進一步走擴，中美 10 年國債利差已回到 2018
年年初水平，疊加外部摩擦或有緩和跡象，人民幣貶

值壓力出現階段性緩解。上周四人民幣匯率迎來強勢
上漲，從 6.90 到 6.85，接連收復 5 個重要關口。對中
國的貨幣政策而言，美國貨幣政策轉向寬鬆，不僅為
國內貨幣政策寬鬆打開更多空間，也將緩解人民幣匯
率的貶值壓力。

全球供應鏈面臨調整
中美貿易摩擦已重傷全球供應鏈，不堪其重的美國
龍頭企業蘋果公開反對向中國產品增加關稅。蘋果在
一封寫給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的信中表示，向蘋果
從中國出口至美國的產品徵收關稅，將傷及其對美國
經濟的貢獻。信中也談到，加徵關稅將令蘋果在與其
中國對手的競爭中處於劣勢，因為後者並沒有受到關
稅的影響。
明眼人都知道，蘋果所指的中國對手是華為，由於
美國的禁令，華為並沒有產品出口到美國，當然也就
不會受到關稅的影響。蘋果這封信充分說明，美國向
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徵關稅，是搞錯了對象，首當其
衝的是美國自己的跨國企業。
上周還傳出蘋果謀求將其在中國的部分產能轉向東
南亞等地的消息。蘋果已請主要供貨商評估，如果把約
15%-30%的產能從中國大陸分散到海外，會面臨哪些
狀況。可以預料，在中美貿易戰陰影下，跨國企業正着
手重新布局其產業供應鏈，未來或將迎來全球產業供
應鏈的重新洗牌，對此中國要有足夠的應對舉措。
香港商報記者 李穎

蘇寧 48 億元收購家樂福中國
騰訊阿里蘇寧快消品 「三國殺」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穎報道：6 月 23 日，蘇寧易
購公告稱，公司全資子公司蘇寧國際擬出資 48 億元
收購家樂福中國 80%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後，蘇寧易
購將成為家樂福中國控股股東，家樂福集團持股比例
降至 20%。這是繼年初收購萬達百貨之後，蘇寧易購
再次對線下優質零售資源發起進攻。蘇寧此舉奠定了
內地快消品市場上騰訊、阿里、蘇寧 「三國殺」 局
面。

看中家樂福快消品供應鏈體系
2017 年 11 月，阿里巴巴宣布投入約 28.8 億美元，收
購大潤發的母公司高鑫零售 36.16%的股份，以及此前
的參股聯華超市。2018 年 6 月，騰訊宣布與沃爾瑪中
國結成深度戰略合作。今次蘇寧易購收購家樂福中
國，可見互聯網巨頭都在布局大快消零售。
業內人士認為，一直在布局 O2O 智慧零售的蘇寧
在場景互聯方面有較大優勢，拿下家樂福中國，能夠
促進其全場景、全品類發展，彌補其在快消領域場景
的短板。而從行業來看，騰訊、阿里、蘇寧領銜大快
消三國殺，也將使得國內快消領域乃至整個零售市
場，迎來新一輪的賽跑和洗牌。
在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曹磊看來，蘇寧
48 億元人民幣收購家樂福中國，彰顯了其對於發展大
快消品類的決心和野心。曹磊認為蘇寧 「大手筆」收
購主要看中了家樂福在華完善的銷售網絡體系、良好
的口碑與知名度、數千萬級的會員用戶和海量散客、
較強的本地化採購能力，豐富的線下運營經驗、完備
的快消品供應鏈體系。
據公開資料顯示，家樂福中國於 1995 年正式進入內
地市場，目前在內地開設有 210 家大型綜合超市以及
24 家便利店，覆蓋 22 個省份及 51 個大中型城市，同
時擁有約 3000 萬會員。

布局全場景「智慧零售」版圖
今年上半年，蘇寧快消集團加速發展，一方面在海
內外建立優質供應鏈，推行產地直採滿足消費者的
「生鮮自由」；一方面塑造更貼近用戶的購物場景，
目前已形成線下 6000 多家蘇寧小店、線上蘇寧超市、
蘇小團等全場景布局。在 618 年中大促中，蘇寧全渠
道訂單量同比增長 133%。其中，大快消訂單量同比增
長 245%，成為品類中的一大贏家。
曹磊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後，蘇寧易購將進一步完
善在線上線下零售業態的全場景、全品類布局。蘇寧在

鎖定內地優質大型綜合超
市資源的同時，通過其「智
慧零售」全方位賦能被收
購標的，進而實現推動大
快消品類的跨越式發展。
在他看來，蘇寧此舉
「並不意外」，早在今年
年初，蘇寧宣布成立家
電、消費電子、快消、時
尚百貨、國際五大商品集
團，以推動商品的專業
化、精細化運營。因此，
蘇寧勢必要通過 「自建孵
化+投資併購」雙管齊下方式實現上述五大零售板塊
布局，而近年阿里巴巴和騰訊頻頻線下 「奪食」優質
零售業公司的舉措，更是讓蘇寧看清了方向，加大了
蘇寧加快出手的決心，並且兩大巨頭已經替蘇寧交了
試錯成本的 「
學費」，具有一定的 「
後發優勢」。
「同時，也可以看出，蘇寧對於智慧零售戰略的構
思已基本清晰，即門店多樣化發展、商品精細化運
營，以及數字化能力全面落地。而這也是過去兩年
間，中國零售業所共同探索的共同方向。除蘇寧易購
外，阿里巴巴、騰訊等賦能型平台也與傳統連鎖零售
商一道，紛紛在線下各領域，展開基於人、商品、場
景的數字化探索。」曹磊補充道。
蘇寧收購家樂福中國後，兩者如何融合發揮 「1+
1＞2」？曹磊預測，蘇寧可將家樂福專業的快消品運
營經驗以及供應鏈能力，與蘇寧全場景零售模式、立
體物流配送網絡以及強大的技術手段進行有機結合，
完 善 在 大 快 消 品 類 的 O2O 布 局 和 「智 慧 零 售 」 版
圖，進而有利於降低採購和物流成本，提升市場競爭
力與盈利能力，擴大在大快消領域的市場份額。

巨頭紛紛布局「新消費時代」
曹磊認為，隨着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消費結構的

加快升級，中國經濟正步入消費主導的新發展階段。
以一二線城市為主的部分地區居民已經由最初的追求
低價商品，到追求品牌、個性化消費，再逐漸進入
「趨於理性、平衡價格與品質」的新消費時代。同
時，部分電商巨頭們也都紛紛布局線下市場，例如，
阿里系的盒馬鮮生、蘇寧小店、網易考拉、網易嚴選
等都開啟了線下體驗店。
因此，對於一個 「新消費時代」的到來，95 後消費
群體的崛起、三四線城市消費潛力的發掘，在不斷迭
代的商業基礎設施和互聯網等繼續迅猛發展的助推
下，都將釋放新的消費紅利。
從新零售概念的興起，到智慧零售、新消費等商業
創新概念的普及，短短三四年時間，內地的消費市場
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馬雲提出的 「新零
售」、張近東提出的 「智慧零售」還是丁磊提出的
「新消費」；無論是線上線下融合，還是對傳統的改
造，不管哪種模式，都無法脫離零售業的本質，曹磊
補充道。
北京東曉騰飛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陳虎東表
示，此次「中外結合」
，是本土零售走向國際化的一種果
斷嘗試，也是中國零售企業對「走出去」的大手筆，後續
動向，值得本土零售商予以重點關注。

A 股入富具里程碑意義
今日開盤時，A 股納入富時羅素全球
股票指數體系正式生效。繼明晟(MSCI)後，國際知名指數編製公司富時羅
素也正式將 A 股納入其指數體系，這
是中國資本市場高水平雙向開放的又一重大突破。值
得注意的是，A 股入摩的時候，並沒有大張旗鼓的儀
式，而 A 股入富，儀式卻極隆重，由此可見 A 股入富
極具里程碑意義。

A 股國際化之路再進一程
美國在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中國堅持走改革
開放的道路，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上一周，中國資本
市場開放達到一個高潮。繼滬倫通正式啟動之後，上
周五（21 日）盤後，A 股納入富時羅素全球指數啟動
儀式在深交所舉行，這標誌着 A 股的國際化之路再進
一程。連富時羅素首席執行官瓦卡斯‧薩馬德都說，
很看好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創業板的良好運行以及

科創板近日開通，都是中國資本市場更加國際化、規
範化的體現。他表示，到 2020 年 3 月份第一階段完成
時，預計將有 100 億美元流入中國 A 股。

市場格局或將出現更大變化
隨着 A 股納入一系列國際重要指數，國際化進程不
斷加快，北上資金流入 A 股的速度也越來越快。上周
全周北上資金連續 5 個交易日均呈淨買入狀態，特別
是周五淨買入激增至 73.3 億元，為近期高點。上周合
計淨買入 199.18 億元，為滬深港通開通以來第 6 大單
周淨買入量。6 月以來北上資金淨買入額高達 451.88
億元，與今年 1 月創造的歷史單月最高淨買入紀錄
606.88 億元，僅相差 155 億元。按目前趨勢，6 月北上
資金淨買入額可能刷新歷史紀錄。
A 股在入摩之後又入富，業內更多的興奮點集中在
能夠吸引多少外資流入 A 股，但是，A 股在入摩之後
又入富更大的意義在於，A 股將具有更多的國際範，

成為更具國際化水平的資本市場，市場格局將出現更
大的變化。
業內預計，隨着時間推移，A 股將從散戶市變為機
構市。目前 A 股投資者結構中，散戶佔比較大而機構
投資者比例較小，A 股納入富時全球指數體系，國外
機構投資者將更廣泛地參與到 A 股市場。一方面促進
A 股的國際化，另一方面提高 A 股機構投資者的比
例，改善投資者結構，倒逼市場制度和規則的進一步
成熟完善。
事實上，在 A 股入富前夕，境外資金在 A 股中的比
例已在進一步提高。據人行數據顯示，截至 2019 年一
季度末，境外投資者 A 股持股市值為 1.68 萬億元，分
別佔境內總市值和自由流通市值 3.0%和 7.4%。現在國
際機構投資者對中國資產非常感興趣，而外資在 A 股
市場的總市值佔比只有 2%，佔 A 股自由流通市值 6%
左右，可以預期未來外資佔 A 股總市值的比重將達
10%，甚至 20%。
王長久

「三巨頭」 與傳統零售結合概況
賣場名稱
阿里 大潤發/歐尚
阿里

三江購物

阿里 新華都商城

店舖數

覆蓋城市

400-500 家
綜合大賣場

全國範圍

超百家門店

主要在寧波

超百家門店

閩南為主

超 3000 家門店

全國範圍

阿里

聯華超市

阿里

銀泰

阿里

盒馬鮮生

超 160 家門店

全國範圍

騰訊

沃爾瑪

400-500 家

全國範圍

騰訊

永輝

超 500 家

全國範圍

蘇寧

自營店舖

3000 家左右

全國範圍

29 家百貨店和
主要在杭州和北京
17 個購物中心

高端智能手機市場
華為超蘋果
【香港商報訊】市場調研機構 Counterpoint Research 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2019 年第一季度中國智
能手機市場，華為高端智能手機份額已經超過了蘋
果，而昔日備受高端用戶追捧的 iPhone 風光不再，
同時另外一個因素是，之前三星的高端用戶基本都
轉向了華為。
報告顯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售
價 在 600-800 美 元 價 格 區 間 （ 約 合 人 民 幣 4100
元-5500 元），華為已經成為了絕對的王者，其市
場份額達到了 48%，遠遠超過了蘋果的 37%，而且兩
者的差距還在進一步拉大。具體來說，Mate 20 和
Mate 20 Pro 128 GB 這兩款手機的銷量已經超過了
iPhone XR 和 iPhone 8 系列。
不過，在超過 800 美元售價區間，蘋果還是遙遙
領先，市場份額達到了 74%，但是華為正在奮力追
趕，其份額已經從 2018 年的第一季度的 2%，提升至
現在的 14%（2019 年第一季度）。目前，華為還在
堅持他們自有品牌向高端市場轉型的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