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2018全球治理高層政策論壇暨2018
「一帶一路」金融投資論壇昨日在廣州
舉辦，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十二屆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
周小川在論壇上透露，截至2017年末，
已有10家中資銀行在26個「一帶一路」
國家設立了68家一級分支機構。「一帶

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資銀行共參與
了「一帶一路」建設相關項目2,600多
個，累計發放貸款超過了2,000億美元。
同時，截至2017年末，共有來自21個
「一帶一路」國家的55家銀行在華設立
了機構。
周小川認為，由於「一帶一路」建設
的相關項目具有投資規模大、周期長、

涉及幣種多樣等特
點，多元化金融體
系的支持十分必
要。亞洲開發銀行
所做測算顯示，
2016 年 到 2020
年，除中國外，亞
太地區國家僅在基
礎設施投資方面的
需求，每年大約為
5,000 億美元，但

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所能提供的資金總
額每年僅為2,000億美元，兩者相差3,000
億美元，約佔所涉地區GDP 的5%。由
推算可知，「一帶一路」全部覆蓋區域
中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每年將超過6,000
億美元。
東盟國家對「一帶一路」的未來發展

也持樂觀態度。東南亞國家聯盟副秘書
長翁貼表示，中國與東盟的經濟發展緊
密結合在一起。「中國是東盟最重要
的、也是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東盟最
大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國。在亞洲金融
危機、印尼海嘯等重大事件當中，雙方
都攜起手來共同應對挑戰和困難。我們
希望促進東南亞國家區域乃至全球的互
聯互通，而在這方面『一帶一路』就是
一個很好的催化劑，幫助我們來實現東
盟2025年國際互聯互通宏觀計劃，兩者
是相得益彰、相輔相成的。」翁貼說。

中國絕不在美脅迫下談判
商務部稱若經貿摩擦升級 將毫不猶豫堅決反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

京報道）中國商務部昨日召開例

行發佈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

峰表示，到目前為止，中美在經

貿摩擦的問題上，沒有進行任何

層級的談判。在美方單方面的脅

迫下，中方不可能進行任何談

判。對於美方的表態，中國將聽

其言、觀其行。他強調，中國已

經作好充分的準備，如果美方有

任何導致事態升級的行動，中方

將毫不猶豫，堅決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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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透露，到目前為止，中美在經貿
摩擦上沒有進行任何層級的談判，

因「美方的行動，根本沒有表現出談判的
誠意」。美方先是以301調查為由，公佈
了500億美元的擬徵稅產品清單，然後又
非常無理地提出增加1,000億美元徵稅商
品，這是典型的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
義。「在單方面的脅迫下，中方不可能進
行任何談判。」

中國對外開放 不受外部干擾
日前，中國在博鰲論壇提出的開放舉
措引起國際關注，但被美媒解讀為中方
是對標美方的指責作出的讓步。高峰對
此表示，這種論調完全是在混淆視聽。
中方宣佈的擴大開放重大舉措，是在準
確判斷中國現階段發展水平的基礎上，
為引領新時代中國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中國自身發展
的需要，與中美經貿摩擦沒有任何關
係。
高峰表示，希望美方有些人不要誤判
形勢。中國的對外開放不會受到任何外
部壓力的干擾。在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
資環境方面，商務部在上半年，將盡早
完成修訂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的工作。此
外，將抓緊提出降稅的具體方案，爭取
早日實施。「我們會按照自己既定的節
奏、朝着自己確定的方向，堅定地走下
去。」

中方作好準備 促美認清大勢
美國提出要再對中國1,000億美元加徵
關稅引起外界廣泛關注。對此，高峰表
示，中方已經按照底線思維的方式，做
好了應對事態升級的充分準備，擬定了
具體的綜合反制措施。中方的能力和信
心是不容置疑的，我們會說到做到。他
強調，我們奉勸美方，認清世界的大
勢，不要「一條道上走到黑」，不要企
圖用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棒脅
迫中國。
對於美方指責的「中國製造2025」計
劃和關稅過高的問題。高峰回應， 一方
面「中國製造 2025」以及相關的政策
中，沒有任何強制外國企業轉讓技術的規
定，不違反世貿組織的規則。另一方面，
世貿成員關稅總水平也不盡相同。關稅結
構反映的是各成員的發展階段、產業競爭
力、貿易政策以及國際貿易談判結果等多
方面的因素。要做到完全對等，既不合理
也不合情，發達成員自己也沒有做到。
針對媒體報道歐盟、日本近日緊跟美
國301調查的步伐，也先後向世貿組織
遞交了文件，要求加入美國提起的針對
中國知識產權的磋商請求。高峰表示，
下一步，中方將根據世貿組織規則和爭
端解決的程序，對個別世貿組織成員加
入磋商的申請妥善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美聯社及
中新社報道，美國聯儲局公佈3
月議息會議記錄，指大多數官員
擔心貿易戰損害美國經濟。議息
記錄顯示，官員認為單是徵收鋼
鋁進口關稅不會顯著影響美國經
濟前景，但外國的反制行動及貿
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將構成經濟下
行風險。一些官員說，最近金融
市場動盪，令人關注經濟增長面
對的風險。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會長

包道格表示，中美之間在知識產
權保護、高新技術轉讓等方面的
分歧爭端最好能夠通過世貿組織
這一渠道解決。他同時表示，世
貿組織自身的機制也存在問題，
需要完善。
針對美方301調查報告全面指

向「中國製造2025」計劃中涉及
的高科技產業，包道格表示，遏
制中國發展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
目標。從目前來看，美國擔憂的
是中國以非市場的方式獲取美國
公司的高新科技，但這與遏制中
國崛起是兩回事。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斯蒂

芬·歐倫斯日前在一場研討會上表
示，習近平主席釋放出的信號非
常簡單，中國將繼續堅持改革開
放，同時中國也將維護國家利益
和中國企業的利益。中國不想挑
起事端，但如果美方想要選擇對
抗，那麼中國也將準備應對。
歐倫斯表示，華盛頓戰略界確

實應該好好想想，美國目前的對
華戰略定位是不是準確，美國是
不是真的要把中國貼上「戰略競
爭者」的標籤。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本月
初，美國提出的約500億美元輸美中國產
品的增稅清單中涉及不少「中國製造
2025」產品，遏制中國製造業發展意圖
明顯。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期間，
多位中國企業界代表指出，遏制之舉無
法阻擋「中國製造2025」出海的道路。
無論抵制與否，內功過硬、質優價優的
「中國製造」難以被市場拒絕。
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表示，當前中

國的電視工業已十分成熟，走在世界前
端，在美國的電視市場上，70%左右的電
視產品進口自中國，TCL在美國電視市
場的份額已提升到第三位，且使用自己
的品牌，「我們靠的並不是低價競爭，
產品技術提升、產品質量提高是支撐電
視產業競爭力最重要的基礎」。
被問及是否擔心中美貿易摩擦會對輸

美電視帶來影響時，李東生表示並不擔

心，「美國很難找到能替代中國電視的
進口國，而且一旦對佔領市場70%份額
的中國電視加徵關稅，直接受影響的就
是美國的消費者。」
此外，李東生表示，當前中國的工業
製造企業已在全球佈局，如果美國對中
國輸美的電視加徵高關稅，家電企業可
以選擇轉移到佈局在其他國家的工廠進
行生產。

產品具競爭力 無懼貿易壁壘
「在此次中美貿易摩擦之前，美國增

加了對外國光伏產品『雙反』的201條
款，即便在這一極具殺傷力的條款之
下，我們仍然簽下了光伏史上最大的訂
單。」作為全球最大的光伏組件製造
商，晶科能源副總裁錢晶表示，不論是
否有貿易壁壘，市場最終還是會選擇更
具有競爭力的產品。

錢晶表示，光伏是比較擁有中國自主
產權的產業，不論是研發技術、製造技
術還是成本控制能力，中國都已經佔據
全球最前沿。「未來應對氣候變化，化
石能源轉向新能源是必然趨勢，各國之
所以頻頻對中國光伏『雙反』，是因為
擔心新能源這一最先進技術掌握在中國
人手中。」
作為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科大訊飛的

出海之路才剛剛開始，去年這家企業在
美國矽谷設立了研究所。對於中美之間
的貿易摩擦會否影響企業在美國的發
展，科大訊飛高級副總裁杜蘭表示，在
人工智能這個新技術領域，無論是中國
還是美國都進入了一個「無人區」，中
國擁有海量的大數據，在應用領域上比
較領先，美國在技術資源上有比較優
勢，「大家各有優勢，需要相互合作才
能產生最強的人工智能技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新加坡
總理李顯龍昨日指出，貿易戰對新加坡
的具體影響尚難評估。但貿易戰將使世
界進入更不確定的時代，新加坡必須作
好心理準備。
另據聯合早報網報道，李顯龍昨日在

上海接受隨行的新加坡媒體訪問總結本
次行程時，被問到中美若爆發貿易戰將
對新加坡產生什麼影響。他回答說，貿
易戰對經濟和貿易的影響是一個層面，
另一個層面是中美雙邊關係受到打擊，
整個世界局勢都將更不確定。
他指出，這樣的衝突給中美兩國關係

帶來很多間接影響，兩國將更難在很多

國際問題上合作；尷尬的中美關係會讓
希望和兩國同時成為朋友的亞洲國家為
難；這也會對國際體系中的全球安全造
成衝擊。

盼有更多合作機會
被問及新加坡能否在中美關係中扮演

角色時，李顯龍強調，新加坡不能從中
扮演橋樑角色。他指出，中美有自己的
溝通渠道，也有很多機會展開對話，中
美需要的是建立互信以及能夠直接、坦
率地溝通彼此的關切是什麼，問題出在
哪裡、可以怎麼應對，雙方也要作出彼
此能夠接受、會得到對方認真對待的承

諾。
李顯龍昨日結束他的五天訪華行程，

這是他時隔7個月再度訪華。談到新中雙
邊關係，李顯龍受訪時說，在他與中國
領導人會面時，雙方承諾將進一步推進
雙邊關係，兩國在雙邊合作和「一帶一
路」下的合作上都有很多共識。在中國
宣佈將堅定推進改革開放之際，他也希
望新加坡機構和企業會有更多合作的機
會。
李顯龍表示，在與中國領導人的交談
之中，看得到雙方更能夠互相了解彼此
的觀點、彼此的考慮，而且更覺得雙方
有很好的合作共贏機會。

���'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論壇年會
開幕致辭中強調，中國將順應時代潮流，
堅持開放共贏，並宣佈了中國擴大開放的
4項重大舉措。對此，全國政協常委、香
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表示，整個世界
都看到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決心，以及改革
開放40年仍然不改初衷的姿態。他強
調：「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進一步擴大開
放的歷史節點，博鰲是很好的契機，很及
時地向世界傳遞了中國的態度。」
四項舉措中，蔡冠深最關注的也是諸多
香港企業所關注的，即落實香港同胞、香
港企業准入前的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
理、加強產權保護、鼓勵競爭反壟斷、盡
快放寬外資股比限制以及降低關稅等。他
認為：「今年11月將在上海舉辦的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目的在於增加外國貨物
進入中國，這也意味着中國願意與世界分
享自己龐大的市場。」蔡冠深指出，「習
主席在博鰲提到的很多具體舉措，為擴大
開放增加了『實實在在』的動力，是能落
地、可執行的，而推動的過程，則正如習
主席所說『宜快不宜慢』。」因為，這些
舉措的落實不僅對中國和世界他國有利，
對香港來說，也是不能錯過的紅利所在。
提及中美貿易爭端，此前蔡冠深在接受

美國CNBC採訪時曾表示，特朗普發動
的這場美中貿易戰，將對出口業務龐大的
香港企業，尤其是與內地合作緊密的香港
企業造成重大影響，「如果特朗普持續對
中國貨物徵收高額關稅的話，受影響的將
不只是進出口貿易市場，還將使得股票市
場、貨幣匯率等大幅度波動。」但蔡冠深
強調，從中國政府的反制來看，保護自身
利益以及維護自由貿易的立場十分堅定，
不會迫於美國壓力而妥協。他希望，美國
不要只考慮美方利益，還要更多考慮世界
經濟的穩定發展，必須與中方「坐下來認
真談判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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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自信內功過硬
美難遏「中國製造」

星總理李顯龍：貿戰讓世界局勢不確定

蔡冠深談博鰲：
港盼落實國民待遇

■■高峰高峰 中新社中新社

中資銀行參與逾2600「帶路」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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