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媒：中國是負責任夥伴
高度關注習近平博鰲講話 指華致力維護國際貿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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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和榮鼎集團10
日聯合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2017
年中美兩國雙向直接投資額約為

430 億美元（約合港幣 3,375.6 億
元），較前一年下降約28%。
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企業在美

直接投資約為290億美元，遠低於
2016年的460億美元；同期，美國
企業在華直接投資約為140億美元，
與2016年的138億美元基本持平。
報告認為，2017年中國企業在美

直接投資大幅下滑主要有兩方面原
因：一是為防範金融風險，中國監
管機構出台措施加強了對企業海外
投資活動的監管，同時抑制了一些
非理性的海外投資行為；二是外國
在美投資委員會加大了對中國在美
投資併購交易的國家安全審查力
度，令多宗中資企業交易告吹。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斯蒂芬

．歐倫斯表示，美國保持開放的投
資環境至關重要，如果投資受阻，
美國經濟增長、就業和資產估值也
會受到影響。他指出，目前中國在
美投資已支持超過15萬個美國就業
崗位，雙向投資是雙贏，為兩國關
係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壓艙石」。

去年中美雙向投資下滑近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播發《人民日
報》今日評論員文章《把握歷史規律認
清世界大勢——二論習近平主席博鰲亞
洲論壇主旨演講》。文章指出，在博鰲
亞洲論壇上，習近平主席深刻分析世界
大勢和時代潮流，明確提出共創和平、
安寧、繁榮、開放、美麗的亞洲和世界
的中國方案，充分彰顯了大國領袖的寬
廣胸襟、深邃目光和歷史擔當，贏得與
會嘉賓高度認同，引起國際社會對「時
代之問」的廣泛思考。求解「時代之
問」，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握歷史規律，

認清世界大勢，順應時代潮流。
當今世界，什麼是滾滾向前的潮流和

大勢？習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講中給出了
三個關鍵詞：和平合作、開放融通、變
革創新。放眼今日全球，和平與發展是
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聲，冷戰思維、
「零和博弈」愈發陳舊落伍，妄自尊大
或獨善其身只能四處碰壁；世界已經成
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國
經濟社會發展日益相互聯繫、相互影
響，推進互聯互通、加快融合發展才能
促進共同繁榮發展；變革創新是推動人

類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誰排斥變
革、誰拒絕創新，誰就會落後於時代，
誰就會被歷史淘汰。面對這樣的世界大
勢，唯有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
為，才能創造歷史、成就未來。
文章續指出，在主旨演講中，習近平
主席提出一個鮮明論斷：一個國家、一
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
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
今天的世界，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依然很
多、挑戰前所未有、逆全球化趨向不斷
湧現。當此之際，是開放還是封閉，是

前進還是後退，考驗着人們的胸襟、眼
界和智慧。越是在這樣的時候，越要求
我們在不畏浮雲遮望眼中把握歷史規
律，在善於撥雲見日中認清世界大勢。
儘管發展大潮中可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
風險和挑戰，但只要我們堅持開放共
贏，勇於變革創新，就定能讓亞洲和世
界變得和平、安寧、繁榮、開放、美
麗。
文章最後指出，今天，沒有哪個國家

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
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
島。順應世界大勢，同心協力、攜手前
行，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亞洲和
世界的未來一定更加美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北京舉行
的例行記者會上明確表示，中方宣佈
擴大開放的重大舉措與當前中美經貿
衝突無關。
有記者提問，各界都十分關注習

近平主席昨天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
年年會開幕式上宣佈的中方進一步
擴大開放的重大舉措。有外媒認
為，中方這些舉措涵蓋汽車、知識
產權等領域，與此前美方表達關切
的一些領域重合。請問中方作出上
述開放舉措是否與當前中美貿易衝
突有關？
「我可以明確告訴你，中方宣佈擴

大開放的重大舉措與當前中美經貿衝
突無關。」耿爽回應說，了解中國政
府運作的人都知道，出台如此眾多的
重大舉措需要反覆醞釀、深思熟慮、
周密安排，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作出決
定。
耿爽表示，中方一直在強調，我
們將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
持打開國門搞建設。中國開放的大
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這是
我們一以貫之的立場。去年黨的十
九大報告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均
對下一步中國的對外開放工作作出
了規劃和部署。

根據需要 自主開放
耿爽指出，此次中方出台這些舉措

正是落實黨的十九大報告和政府工作
報告的重要步驟，是中國根據自己的
需要，按照自己的時間表、路線圖自
主開放的重大行動。「中國擴大開放
不受外界干擾，外界也干擾不了。」
有記者問，4月10日，美國白宮發
言人稱，美方對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
壇上的表態感到鼓舞，希望看到中方
採取具體行動，在此之前，美方將繼
續推進加徵關稅措施。中方對此有何
回應？

堅定合作 反對封閉
耿爽回答，中方宣佈擴大開放的新

的重大舉措，顯示了中方致力於推動
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構建開放
型世界經濟，與世界各國尋求合作共
贏的堅定決心，體現了中方反對單邊
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鮮明態度。我
們相信中方宣佈的有關舉措的實施必
將使中國企業和人民、世界各國企業
和人民受益。
他介紹，中方宣佈的重大舉措在國

際社會引發積極反響、獲得廣泛讚
賞。在開幕式後舉行的午宴上，許多
與會的外國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
都認為，中國的態度已經非常明確
了，現在該看美方的回應了。「我們
希望美方認真研判，作出正確而不是
錯誤的選擇。」
耿爽重申，如果美方採取進一步損

害中方利益的行為，我們會毫不猶豫
地進行大力度反擊。「中國人歷來說
到做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0日

在海南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宣佈中方多

項擴大開放舉措，美國媒體對此高度關注。其中，美國《時代周刊》

網站刊文稱，習近平的講話展現出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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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美徵稅政策對華經濟影響有限

人民日報：把握歷史規律 認清世界大勢

習近平在演講中表示，中國堅持對外
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打開國門搞

建設，並在演講中宣佈了一系列擴大開
放的重大舉措。美聯社報道認為，習近
平的演講專注於闡述中國對經濟發展和
自身全球角色的理解，他在努力讓中國
扮演好世界貿易與合作的維護者角色。
這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高喊「美國優先」
口號、對進口與貿易進行限制的做法形
成對比。《華爾街日報》指出，習近平
在長達40分鐘的講話中提出了若干政策
主張，這些主張與特朗普「美國優先」
的思維迥異，將中國描繪成一個堅定的
全球夥伴，致力於維護國際貿易體系。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評論稱，中國目前
正在越來越深地融入國際貿易體系。

華續開放推進多邊貿易
習近平在演講中就國家關係、國際和
平與安全、互利合作、文明交流互鑒、
低碳、可持續發展以及氣候變化、環境

保護等問題進行了闡述。美國《時代周
刊》網站刊文稱，習近平在博鰲對中國
繼續擴大開放和積極推進多邊貿易等問
題的表態，是他努力捍衛全球化的體
現。他在演講中關注低碳、可持續發展
和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問題；而特朗
普則對氣候變化問題大加抨擊，並退出
《巴黎協定》。文章稱，習近平的講話
展現出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夥伴。
《紐約時報》認為，習近平此次演講
重點闡述了中國在進一步擴大開放方面
的舉措，展現出中國正在努力維護世界
自由貿易體系和可靠增長；他在演講中
也對各國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合作共贏
等問題進行了論述。與這些舉措和主張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特朗普對國際貿易
一系列充滿火藥味的指責。報道稱，當
特朗普威脅要攪動世界秩序的穩定時，
中國增長的自信和對全球貿易規則的支
持為其他國家提供了與特朗普政府不同
的「另一種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昨
日，世界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發表
報告指出，美國拋出的500億美元徵稅
產品建議清單對中國經濟的直接影響有
限，最可能的結果是通過談判達成解決
方案。穆迪表示，根據貿易限制對這兩
大經濟體的負面影響來判斷，預期美國
與中國將阻止貿易紛爭明顯升級。
報告顯示，因為中國的出口市場更為
多元化，中國在面對貿易衝擊時的脆弱
性在下降，貿易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中的比重也在下降。美國如果
實施加徵關稅政策，對中國出口影響只
是很小一部分。關稅的直接影響將是有
限的，但是有可能會有其他連鎖反應。

金融危機後，由於中國國內投資和消
費增加，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速的佔比在
下降。貿易順差佔中國GDP的比重在
2017年降到了3.5%，2007年時這個數
字是7.4%。另外，在過去十年間，中國
的貿易結構卻發生了轉變，中國的外貿
結構更為多元化，對東南亞、拉丁美洲
和非洲的貿易增長，他們在中國的總出
口中佔到了22%，10年前只有15%。
2016年亞洲國家對中國的進口佔到了
50%。

自身汽車行業等受直接影響
跟製造業有關的行業受到關稅的影響

可能會較為直接。美國政府想要施加500

億美元的關稅，對美國的機械製造業、
汽車行業以及電信設備行業會有較為直
接的廣泛影響，如整個電力機械產業機
械、攝影設備等都有影響。
美國針對洗衣機、太陽能、鋼鐵和鋁
的進口關稅不會對中國的出口和經濟增
長有很大影響，美國對中國這四類產品
的進口總額為149億美元，僅佔到中國
2017年GDP總額的0.13%。科技相關的
製造商會受到直接的影響，如電子產品
（包括手機）、機械、電子器械（包括
電腦）受到影響最大，這類產品在中國
對美國出口中佔到了三分之一，2016年
佔到中國GDP總額的1.28%。
不過穆迪也指出，雖然關稅對中國的

直接影響不大，但是國內的供應鏈會放
大關稅對中國的影響。美國關稅的影響
會延伸到國內對中國出口有附加值的行
業，其中製造業和金屬製品由於是科技
類產品的關鍵部門，受影響最大。
穆迪預計，中美貿易的潛在影響近期

不會劇烈上升。不過如果這一風險持續
存在，政治風險確實在上升，在中期內
會影響投資，也將影響到全球生產率增
長。進一步的不確定性會影響到企業決
策，長期內影響國內外直接投資。雖然
關稅的影響目前是有限的，由於全球經
濟高依存度，這一風險會影響投資者情
緒，加劇金融市場波動，商業投資也會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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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顯示，去年中企在美投資約
為290億美元。圖為位於美國加利
福尼亞州的中企美的集團未來技術
中心外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