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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鋁箔補貼調查 中方促美公正裁決

降成本見效 企業利潤增速創新高
發改委：繼續綜合施策 降融資用電人力物流成本

中俄海上聯演第二段下月開練 包含反潛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
南非設首個分支機構

日本言行不一又一例證

��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蘇曉暉

小啟
因版面安排關係，「神州大地」今

日暫停一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俄塔社9日報道稱，俄
羅斯東部軍區新聞局太平洋艦隊信息保障
處處長弗拉基米爾．馬特維耶夫說，在符
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太平洋艦隊軍官
之家舉行的「海上聯合—2017」第二階段
籌備最後會議備忘錄簽字儀式上，俄中海
軍代表商定於9月18日至26日舉行俄中海
軍「海上聯合—2017」第二階段演習。

據環球網昨日報道，中俄代表在會議
備忘錄中確定了演習時間，討論了第二
階段演習設計、舉行地點、參與兵力、
兵器構成以及艦艇分隊物資保障程序
等。 第二階段演習將包括陸上和海上兩
部分。
陸上部分於9月18日至21日在符拉迪

沃斯托克進行，海上演習於22日至26日

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海域進行。在海上
演習階段，雙方軍艦將對海空目標進行
火炮射擊，並演練反潛，還將進行直升
機演練。
據中通社報道，從2012年至今，中俄已

經連續舉行了6次這樣的年度海上聯合軍
演。今年的演習主題為聯合救援和聯合保
護海上經濟活動安全，旨在鞏固發展中俄

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深化兩軍友好務
實合作，增強兩國海軍應對海上安全威脅
的能力。
兩國海軍演習「海上聯合—2017」第一

階段已於7月21日至28日在波羅的海舉
行。俄國防部表示，演習第一階段有兩國
海軍約10艘各型艦艇、10餘架飛機和直升
機參加。中方參加兵力為導彈驅逐艦長沙
艦、導彈護衛艦運城艦、綜合補給艦駱馬
湖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
國對華鋁箔產品裁出高額補貼幅度一
事，中國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局長王
賀軍昨日回應稱，望美方公正裁決，避
免對中美兩國正常的經貿往來造成負面
影響。
美國華盛頓時間8月7日，美國商務部
公佈對中國鋁箔產品反補貼調查，初步
裁定中國企業16.56%至80.97%的補貼幅

度。

無依據認定生產商為「公共機構」
對此，王賀軍指出該案中美調查機關

存在多個不合理之處：無視中國政府和
企業的積極配合，在原材料補貼項目
中，毫無依據地認定中國原鋁和動力煤
生產商為「公共機構」，給下游企業提
供「補貼」；在政策性貸款項目中，不

顧中國銀行業已經市場化的事實，繼續
認定中國商業銀行為「公共機構」，通
過貸款給予國內企業補貼，並依據不
合理的國外利率基準，計算出高額補
貼幅度；在出口買方信貸項目中，在
沒有初步證據的情況下，要求中國政
府和應訴企業證明涉案企業未使用所
指控的信貸項目，錯誤地將舉證責任
轉移給中方。

王賀軍表示，儘管美國商務部表示鋁
箔「雙反」案與關於國家安全的鋁332調
查並無關聯，但該兩項調查均可能對鋁
箔產品的進出口貿易造成重大影響，中
方對此高度關注。
再過兩個月，美方將對此案作出終

裁。王賀軍強調，中方敦促美方慎重行
事，公正裁決，避免對中美兩國正常的
經貿往來造成負面影響。
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美國2016年從

中國進口的鋁箔產品金額約為3.89億美
元（約合港幣30.55億元）。

發改委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經濟發展和經濟

工作的主線，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是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總書記習
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在
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
力度。
文章分析指出，隨着降成本的深入推進，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能力不斷增強。首先，企
業生產經營情況明顯向好。上半年，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22%，是6年來同
期最高增速。每百元（人民幣，下同）主營
業務收入中的成本和費用分別為85.69元和
7.29元，同比分別減少0.02元和0.35元；企
業成本費用在能源原材料價格明顯上漲的情
況下仍同比下降，說明降成本工作取得了實
效。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6.11%，同比提
高0.42個百分點。

新登記企業增逾一成
其次，企業活力有效激發。隨着制度性交

易成本降低，國內營商環境繼續改善，社會
投資創業熱情持續上升。上半年全國新登記
企業291萬戶，同比增長11.1%。據統計局
抽樣調查，二季度小微工業企業的景氣指數
達到96.5%，比一季度提高3.4個百分點，
達到兩年來最高值。

推動出口持續向好
第三，企業競爭力持續提升。成本下降

提升了企業競爭力，推動出口持續向好，
上半年全國出口總額同比增長15%，是近
年來少有的高增速。根據洛桑國際管理學

院（IMD）近期公佈的2017年世界競爭力
報告，中國競爭力排名從上年的第25位躍
升至第18位，首次進入前20位。
發改委指出，下一步將着力抓好政策落

實，並做好新政策的預研儲備，把降成本
工作持續推向縱深，包括落實好各項減稅

降費措施，着力建立長效機制，繼續加大
對壟斷行業、壟斷環節違法違規收費的
監管力度，綜合施策降低融資、用電、
人力、物流等生產要素成本，以及推
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工作取得更大
進展。

今年官方主要降成本措施
■着力降低企業稅費負擔；

減稅方面，繼續推進「營改增」試點，

其中將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

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降費方面，

取消或停徵41項中央設立的行政事業性

收費，將商標註冊費標準降低50%；取

消了一批涉企經營服務性收費，降低了

部分經營服務性收費標準。

■ 降低融資成本，清理金融中間環節收

費；

■ 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93

條限制性措施減少到逾60條；不斷優化

政府服務，建立部門間企業信用信息共

享機制，上半年日均查詢量超過300萬

人次，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資料來源：發改委官方網站

日本政府近期舉行內閣會議，批准
《2017年版防衛白皮書》。不出所料，
「中國威脅論」依然是新版白皮書的一味
重要佐料。
炒作「中國威脅」，日本不是第一次

了，今年更是提高了所謂「中國威脅」的
等級。

事實上，日本並不敢輕視中日關係。中
日雙邊關係，曾因日本對待歷史問題的態
度和處理領土爭議的方式而出現嚴重波
折。面對兩國關係受損，日方多次表態，
尋求恢復雙方高層級聯繫，甚至煞費苦心

地在東亞合作系列外長會議期間製造「走
廊外交」。
面子上的話不錯，但裡子呢？
一則，日本在對華關係層面有解不開的

心結。日本很清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趨勢無法遏制，但又不甘心眼睜睜看着自
身在各個方面與中國的差距逐漸拉大。在
此背景下，藉機製造事端，干擾中國發
展，成了日本的一個重要選項。日本的另
一個重要選項是，積極配合美國的地區戰
略。日本以「中國威脅」為借口，配合美
國增加地區軍事存在，包括在東盟平台

上，日本也總愛跟在美國身後，興風作
浪，攪動南海局勢。在日本看來，這樣
似乎還能增加其在同盟關係中的權重。
日美一唱一和，損害的卻是中國和地區
利益。這種苦果，中國和地區豈能說吞
就吞？
二則，日本自民黨政府還有放不下的私

利。安倍就任首相以來，在解禁集體自衛
權、修改新安保法等問題上大搞躍進，
「中國威脅」成為其擴張性安全政策的極
好掩護，也為其修改和平憲法的企圖背
書。另外，近期安倍深陷醜聞，支持率下

降，炒作外來威脅也可用來轉移國內視
線，換回不斷下跌的人氣。

受上述因素影響，日本恐怕難以真正把
中國作為合作夥伴。縱然河野太郎其父河
野洋平曾為推進中日友好作出重要貢獻，
但其恐難擺脫自民黨的影響和約束，這也
是日本對華政策經常出現反覆的癥結。
命運在於選擇，日本須認清大勢。「聽

其言觀其行」
的老話無須贅
言，日本應言
行一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金
磚國家新開發銀行
行長卡馬特（K.
V.Kamath）昨日
在上海接受專訪時
透露，將於下周四
（17 日）在南非
開設第一個地區分
支機構。
卡馬特在專訪

中說，根據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的規劃，
未來五年，預計三分之二的貸款項目將被
用於助力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以
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歷程充
分展示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支持可
持續的基礎建設發展對成員國很重要，
這也是銀行希望將更多資源投入這一領
域的原因。
卡馬特說，下周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

開設的地區分支機構是銀行的第一個分
支機構，該機構將幫助銀行在非洲更好地
推進項目和儲備項目，成為銀行面向非洲的
窗口。
「使用本國貨幣進行金融活動正在成為

越來越多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關心的問
題，新開發銀行也很願意支持以五國貨幣
為本位幣的金融項目。」卡馬特還透露，
繼去年在華首度發行30億元的綠色債券
後，銀行預計在下半年再度在中國發債，
發行規模預計在30億至50億元人民幣。
同時，銀行正在尋求來自其他國家的發債
機會，比如以印度盧比計價的債券及在俄
羅斯的發債機會。
此外，近期有望再度批准5個新的貸款

項目，總規模達到15億美元，其中2個落
戶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 發改委昨日在官方

網站發文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

高度重視降成本工作。今年以來，

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一批制

度性、管長遠、見實效的降成本新

措施，有效降低了企業成本負擔，

提高了企業競爭力，增加了經濟潛

在增長能力，保障了經濟平穩健康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據央視新聞微博客戶端轉述印度媒體10日
報道，消息人士稱，印度軍方向靠近洞朗
地區印度一側的一個村莊，下發了要求村
民盡快搬離並騰空房屋的命令。該村距離
中印邊界對峙點僅35公里，目前因印軍非
法越界導致的中印邊界對峙已進入第七
周。中國學者指出，印度若採取加劇局勢
緊張的行動，只能使自己選擇的餘地和迴
旋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小。
據報道，相關村莊約有100名村民，目

前還不清楚騰空村莊是為安置上千名前往

對峙地區的增兵，還是為避免村民在可能
的衝突中傷亡。

印度的企圖不會得逞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所長劉

卿向香港文匯報指出，印軍侵入中國領土
洞朗地區本身就是非正義之舉，現在再做
多少準備都終會是失道寡助。印度採取加
劇局勢緊張的行動，只能使自己選擇的餘
地和迴旋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小。
劉卿稱，現在媒體和通訊如此發達，印

度所作所為都擺在國際社會面前，公道自

在人心。印度一方面強調和平手段，但另
一方面又不斷放出狠話和採取行動，這都
是裝腔作勢，是在為自己的錯誤行為壯膽
而已。
該名專家指出，印度明知自己犯了錯

誤，卻找出種種借口，目前事情的真相正
一個個被揭露在世人面前。印度現在沒理
可講後，就開始想玩「狠」、繼續與中國
對着幹。專家稱，印度是企圖「以拖待
變」，將本沒有爭議的錫金段變成有爭議
的，但這是肯定不會得逞的。
該名專家認為，印度還企圖以與中國的

對峙，來撈取戰略博弈利益，展示給美日
等國看，讓這些國家看到印度對衝中國的
影響，為自己將來購買武器、技術以及加
入國際組織謀取利益。
劉卿特別指出，印度的這種佔小便宜的

行為，只會引起周邊小國的警惕和壞的影
響，與印度宣稱的「印度和平崛起」不
符，有損其想打造的大國形象，而反觀中
國，展現了克制忍耐，以及大國和平崛起
的正義形象，但印度也不要敬酒不吃吃罰
酒，任何國家都不能容忍自己的領土和主
權受到侵犯。

印度撤邊境村民 專家：製造緊張減轉圜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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