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4月26日）是中國首艘國產航母下水一周
年。昨日，航母與綜合保障船相繼啟動主機測試，煙囪冒出大量濃煙。已完全清空
的航母甲板上，大批工人正重新漆刷跑道線。近日來，航母始終在原泊位停靠，暫
未有要入塢和出海的跡象。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宋偉大連報道

下 水 一 周 年

內地再推7項減稅措施
為企業減負600億

中美料將舉行貿易磋商
美國日內派代表團赴華 京學者：過程不會輕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琳 北京報道）中美貿易摩

擦迎來轉機。美國總統特

朗普近日在白宮證實，美

財長將很快訪華，就中美

貿易問題進行磋商。對

此，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

人陸慷昨日在京表示歡

迎。北京的外貿專家則向

香港文匯報指出，美國此

舉展現出了願意溝通的意

願，但若想取得成果，還

必須要拿出誠意，改變其

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

的立場。他判斷，談判不

會很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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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外電報道，美國政府上周針
對中興頒佈7年出口禁令，讓許多美國供應商的日
子不好過，他們不單將損失很大一部分營收，而且
股價紛紛下滑（見表）。據科技諮詢服務公司In-
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ies CEO瓊斯預計，美
國芯片廠商每年向中興出售約15億美元的產品。
去年，全球約3.8%的智能手機由中興生產。

股價下挫高達31%
光纖通信零部件供應商Acacia Communications

受此次中興禁令的影響非常嚴重。該公司今年2月
曾在一份文件中稱，中興去年貢獻了其3.85億美元
營收的30%。「如果失去或暫時失去一家主要的大
客戶，公司的財務狀況將嚴重受到影響。」自4月
16日美國商務部宣佈禁令以來，Acacia Communi-
cations股價已下挫31%。
同時，中興手機處理器供應商高通公司的股價也下

滑了9%。市場研究公司Bernstein Research估計在
高通去年223億美元營收中，中興貢獻了約1.5%至
2.5%。

今年營收料不如預期
至少有十幾家美國公司將中興視為其合作夥伴，

如光通信產品供應商NeoPhotonics和Oclaro，內存
芯片廠商GSI Technology，以及無線芯片製造商
Skyworks Solutions等。其中，在NeoPhotonics去
年2.9289億美元營收中，中興貢獻了約4%。該公
司表示，受禁令影響，今年營收將無法實現5%的
漲幅。而公司股價已下挫13%。

中興遭封殺 美多家供應商受災

■■美國財政部部長姆努美國財政部部長姆努
欽未來幾天內將率團訪欽未來幾天內將率團訪
華華，，磋商貿易問題磋商貿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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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擬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中國擬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汽車汽車、、化化
工品等工品等1414 類類106106項商品加徵項商品加徵2525%%的關的關
稅稅。。圖為江蘇南通港碼頭圖為江蘇南通港碼頭，，工人正在卸載工人正在卸載
進口大豆進口大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去年底在
美舉行的世
界移動通信
大會美洲展
上，人們在
中興公司展
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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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部分美國供應商受影響情況
公司 主營/供應產品 中興貢獻營收比例 *股價

Acacia Communications 光纖通信零部件 30% ↓31%

高通 手機處理器 1.5%至2.5% ↓9%

NeoPhotonics 光通信產品 4% ↓13%

Oclaro 光通信產品 18% —

GSI Technology 內存芯片 — —

Skyworks Solutions 無線芯片 — —

Xilinx 芯片 — ↓7%

*自4月16日美國商務部頒佈禁令以來

特朗普當地時間24日在與法國總統馬克
龍會晤後的白宮記者會上親口證實，美

國財長姆努欽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將在
未來數日率領代表團前往中國，就貿易問題
進行磋商。特朗普還透露，美中雙方對磋商
相當認真，兩國很可能達成協議。不過，他
也指出，已宣佈的關稅計劃在達成協議前將
繼續推進。
事實上，白宮並沒有像預期那樣公佈所謂
的1,000億美元對華新徵稅清單。

中方：有分歧不足為奇
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陸慷昨日在京的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中方注意到了特朗普總統的表
態。對於姆努欽財長將來華就中美經貿問題進
行磋商，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已經表明過中
方態度：中方已經收到美方希望來北京進行經
貿問題磋商的信息，中方對此表示歡迎。
陸慷同時強調，中美經貿領域有一些分歧
不足為奇，可以通過雙邊協商來解決，也可
以在共同認同的多邊框架下處理，但不可能
有任何單邊解決的辦法。

需找出共贏最大公約數
對於美方主動示好，派遣代表來華談判。
《華爾街日報》對此分析稱，美方對華的示
好姿態反映出美國政府內部在應對中國問題
上仍存分歧，而特朗普正在聽取雙方意見。
美中兩國若能重啟正式談判，將標誌着雙方
貿易僵局得以化解。
而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
白明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美國此舉展現出了願

意溝通的意願，但中方的態度也很明確，談判
的大門是敞開的，但美國必須拿出誠意，改變
其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立場。
白明強調，此次談判要想有成果，美國不

能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談判必須能夠
找到雙方互利共贏的最大公約數，不會是很
輕鬆的事情。

回應不守WTO規則促美拿出證據
據報道，美國駐香港總領事24日稱，中國

不遵守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損害美
利益，中國的經濟體量和在國際經濟中的成
功催生了可以無視全球貿易規則的想法，希
望中國作出改變，並遵守其在WTO框架下
和美中雙邊談判中作出的承諾。對此，陸慷
表示WTO成員是否遵守了WTO規則，只
能在WTO框架下來判定，不是任何成員單
邊可以裁定的。他反問美方如果真的認為中
國違反了WTO規則，是否可以提供具體的
證據。

歐盟要求加入華訴美鋼鋁關稅磋商
另據新華社報道，歐盟已於近日向世貿組

織表示，請求加入中方日前針對美國鋼鋁關
稅提起的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下的磋商。
歐盟近日向世貿組織遞交文件，稱美方採

取的關稅措施對歐盟的鋼鋁產品銷售和出口
可能產生重大影響，而磋商結果也將涉及歐
盟的主要貿易利益，因此請求加入磋商。歐
盟在文件中表示，美國對歐盟的鋼鋁關稅豁
免期如果無法延長，美國關稅政策將對歐盟
出口構成「巨大損害」。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國政府網公佈，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
議，決定再推出7項減稅措施，支持創業
創新和小微企業發展。

支持創業創新和小微企
為降低創業創新成本、增強小微企業發

展動力、促進擴大就業，會議決定，按照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要
求，加大減稅力度。
一是將享受當年一次性稅前扣除優惠的

企業新購進研發儀器、設備單位價值上限，
從100萬元（人民幣，下同）提高到500萬
元。
二是將享受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

策的小微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從50
萬元提高到100萬元。以上兩項措施實施期
限為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三是取消企業委託境外研發費用不得加
計扣除限制。

高新技術虧損結轉年限延長
四是將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型中小企業

虧損結轉年限由5年延長至10年。
五是將一般企業的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

除限額與高新技術企業的限額統一，從
2.5%提高至8%。前述三項措施從今年1月
1日起實施。
六是從5月1日起，將對納稅人設立的資
金賬簿按實收資本和資本公積合計金額徵
收的印花稅減半，對按件徵收的其他賬簿
免徵印花稅。
七是將目前在8個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地

區和蘇州工業園區試點的創業投資企業和
天使投資個人投向種子期、初創期科技型
企業按投資額70%抵扣應納稅所得額的優

惠政策推廣到全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
得稅有關優惠政策分別自1月1日和7月1
日起執行。
採取以上7項措施，預計全年將再為企
業減輕稅負600多億元。

監管考核普惠金融服務
會議指出，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

加強對小微企業、「三農」等薄弱環節的
普惠金融服務，必須落實好已確定的政
策，讓企業切實感受到融資成本下降。
下一步要將銀行開展普惠金融服務情況

作為監管支持政策重要參考，制定監管考
核辦法，抓緊完善普惠金融服務保障體
系，加強信用信息系統建設，力爭到三季
度末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有較明顯降低。加
大督查、審計等力度。使普惠金融助力小
微企業發展和脫貧攻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工
業和信息化部總工程師、新聞發言人陳因
昨日在北京公佈2018年一季度工業通信業
發展情況。陳因稱，一季度工業生產保持
平穩增長態勢，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同比增長6.8%，與去年同期持平，快於去
年全年0.2個百分點。他透露，目前中國正
在進行集成電路發展基金的第二期募集資
金，歡迎各方企業參與基金的募集。

新興產業增速快於整體工業
陳因表示，今年前兩個月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6.1%，扭轉
了去年3月份以來的回落趨勢，實現了增
速和效益同步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戰略性新興產業

增加值為同比增長9.6%，快於整體工業增
速2.8個百分點。其中，新能源汽車、集成

電路、工業機械人的產量增速分別為
139.4%、15.2%和29.6%。另外，高技術
製造業投資增長7.9%，如城市軌道交通、
工業機械人、通信設備等中高端製造業的
投資增速均超過70%。
「總體來看，在世界經濟延續回暖態

勢，國內經濟穩中向好的大背景下，工業
經濟運行實現了質量效益結構同步提升的
良好開局。」陳因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日前迎來掛牌成
立三周年，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昨日
發佈未來三年營商環境改革行動方案，提
出對接香港，對標國際，推動32項改革舉
措，包括與香港金融業深度合作，完善境
外人才服務、培育創新生態圈等。

力爭縮短外商負面清單
管委會主任田夫介紹，自貿片區成立三
年來，累計推出制度創新成果358項，全
國首創或領先達133項。是次發佈的行動
方案確定了「兩步走」行動目標，即到

2018年年底，通過推出22項重點任務，形
成前海營商環境改革的比較優勢；從2019
年到2020年，通過10大環境改革，形成
對接香港，對標國際的全國最佳營商環
境。
田夫表示，在推動投資便利化改革方面，

將完善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以及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制度，爭取進一步縮
短負面清單，對外商投資給予全方位的國民
待遇。
此外，將加快推動前海國際金融城建

設，推動出台前海深化深港金融合作政
策，深化跨境金融制度創新。

前海32舉措優化營商環境 對接香港

一季度工業增加值增6.8% 集成電路發展基金正募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