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再變臉 擬對500億華產品加關稅
中國商務部：有信心捍核心利益 促美相向而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海巖及新華社報道，針對美國白宮29日發

佈的聲明，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迅速回應表示，我們對白宮發佈的

策略性聲明既感到出乎意料，但也在意料之中，這顯然有悖於不久前

中美雙方在華盛頓達成的共識。無論美方出台什麼舉措，中方都有信

心、有能力、有經驗捍衛中國人民利益和國家核心利益。中方敦促美

方按照聯合聲明精神相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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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2018金融街論壇年會」昨日上
午在北京舉行，「一行兩會」官員再
次談到金融改革開放的話題，且不約
而同表態將加強金融業對內對外開
放。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表示，過
去一個月來，央行和各金融監管部門
明確了下一步開放的時間表，許多政
策已經落地，其他政策正在有效、有
序地推進。他認為，無論對內資還是
外資，只要能夠改善金融的服務，都
要鼓勵進入。同時，他強調，金融業
對內對外開放絕不意味着「國門大
開、一放了之」，在開放過程中，金
融管理部門要加強依法金融監管，堅
持持牌經營。
今年來，中國大幅放寬了金融服務業
市場准入，涉及銀行、證券、保險等多
個行業的開放政策頻頻落地，且力度超
過市場預期。對此，易綱表示，與新時
代的經濟金融發展要求相比，中國金融
業對外對內開放還有很大空間。他舉例

說，近年來在華外資銀行發展速度慢於
中國銀行業整體資產負債發展速度，境
外投資者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所佔份
額也較小，「這些開放程度遠遠低於全
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
平」。

金融行業敏感性高
對於金融業對外開放原則，易綱總結

稱，首先，無論對內資還是外資，只要
能夠改善金融的服務，都要鼓勵進入，
所以要遵循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
的開放原則。其次，金融對內對外開放
和匯率形成機制，以及資本項目可兌
換，三件事要互相配合，共同推進。再
次，金融的開放程度，要與金融監管能
力相匹配。
易綱強調，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絕

不意味着「國門大開、一放了之」，
在開放過程中，金融管理部門要加強
依法金融監管，堅持持牌經營。他分
析說，金融是一個特殊行業，有很高

的敏感性和外部性，「我們對內資、
外資開放，並不是說誰都可以來做這
個業務了。」
談及資本市場的開放情況，中證監副

主席閻慶民表示，A股成功納入MSCI
明晟指數，優化境外再融資審核制度，
正式啟動H股全部入市，內地與香港兩
地股票互聯互通的額度擴大四倍。他指
出，按照最近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
於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
證試點的若干意見》的要求，中證監將
積極推進發行上市相關規則制度的制
定，放寬證券期貨服務業的市場准入，
推動放寬外資股比。
在被問及銀行保險業的開放時間表，

銀保監會副主席黃洪表示，銀保監將堅
定不移推進內地銀行保險業對外開放，
確保放寬外資持股比例，限制重大措施
落地，鼓勵銀行保險機構引進境外專業
投資者，擴大外資機構業務經營空間。
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不斷擴大對內
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昨日上午，國
家開發銀行（國開行）副行長蔡東在「2018金融街年
會」上表示，開發性金融已經成為國家金融體系重要的
組成部分，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也發揮着越來越重要
的作用。他強調，國開行將繼續精準助力深化改革，更
好地服務、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加「一帶一路」建
設，加快落實2,500億元等值人民幣「一帶一路」專項
貸款。
蔡東介紹，截至今年的3月末，國開行資產總額達
到15.55萬億元人民幣（約合2.5萬億美元）。同時，
不良貸款率連續52個季度控制在1%以內，是內地中
長期投融資的主力銀行和最大的對外投融資合作銀
行。
時值改革開放40周年，蔡東指出，國開行因改革開

放而生，由改革開放而興，靠改革開放而強。成立20
多年來，國開行站在經濟社會發展和金融改革創新的
前沿，不斷深化自身的改革開放，走出了一條具有中
國特色的開發性金融的發展道路。他強調，在服務新
時代，國開行將繼續積極深化自身改革，完善內部管
理，加強風險防控，提高服務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和水
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今年A股市場大動作不斷，不但「入摩」近在
咫尺，「滬倫通」也已在望。中證監副主席
方星海昨日在上海透露，證監會正在加緊工
作，爭取年底前推出「滬倫通」首款產品，
邁出世界最大的新興市場與最悠久的國際成
熟市場對接的第一步。他強調，一個全面開
放的中國資本市場已見雛形，但在日益開放
的條件下，必須時刻注意維護金融體系的穩
定，並提到要加大跨境監管合作的力度。

中國市場已具全面開放雛形
方星海在第十五屆上海衍生品市場論壇上
作主旨發言時表示，資本市場對改革開放40
周年最好的紀念就是努力創造新的改革開放
成果。他列舉了近期落實的一系列對外開放
舉措，2個月前中國第一個對外開放的期貨品
種──原油期貨在上海期貨交易所順利上
市，目前交易和持倉規模穩步增長，交易量
已突破單邊10萬手；本月初，大連商品交易
所的鐵礦石期貨開啟引入境外交易者業務；
首批234隻A股即將正式納入MSCI明晟指
數，滬深港通的每日額度分別擴大了四倍。
方星海指，中證監將爭取年底前推出「滬
倫通」首款產品，「從產品、投資者、中介

商、資金流等各個方面看，可以說，一個全
面開放的中國資本市場已見雛形。」他進而
強調，在日益開放的條件下，必須時刻注意
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當前，國際機構投
資者普遍低配中國資產，隨着中國經濟地位
和人民幣國際重要性的不斷上升，今後一個
時期，外資資產配置流入增加將是一個常
態，這樣的情況下，保持金融穩定最重要的
是要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健，確保各類金融資
產，包括股票、債券、貸款、衍生品等，不
形成價格泡沫。」
「在金融市場穩健的前提下，一時的跨境
資本波動就不會形成持續性的浪潮，對金融
體系的擾動就是暫時和有限的；反之，則一
個小小的意外事件，就有可能摧垮建在沙灘
上的一座大廈。」方星海說，「這是為無數
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的實踐所證實了的規
律，是我們在資本市場開放過程中必須時刻
注意的地方。」

須加強重大金融風險預判
方星海續指，在開放的環境下，還必須加強

預判重大國際經濟金融風險，加大跨境監管合
作的力度，中國證監會已經與美國證監會、法
國證監會、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日本金融服

務廳、香港證監會等建立了良好的業務關係，
監管合作十分順暢。
方星海特別提及，鑒於香港和內地資本市
場的日益融合，中證監與香港證監會建立了
半年一次的雙邊高層會晤機制，已經召開了
三次會議，就H股監管、滬深港通業務、上
市公司會計審計監管、期貨衍生品監管、打
擊市場操縱等達成了廣泛的合作共識，為促
進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的穩定和共同發展打
下了良好基礎，兩地證監會還簽署了跨境衍
生品監管備忘錄，為即將到來的內地與香港
市場跨境衍生品的增多作好準備。

■■方星海指方星海指，，在開放的環境下在開放的環境下，，必須加強必須加強
預判重大國際經濟金融風險預判重大國際經濟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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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開行加快落實
2500億「帶路」貸款

證監會擬今年推「滬倫通」首款產品 中國WTO代表：
勿以知識產權遏他國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WTO）代表
張向晨28日在世貿組織會議上表示，
知識產權和技術應當成為世界各國之
間創新合作的橋樑，而不能被用來作
為貿易保護主義工具，更不能拿來用
作遏制他國發展。
在當天世貿組織舉行的爭端解決機

構全體成員會議上，美國援引之前的
「301調查」結果，指責中國強制美
國出口企業進行技術轉讓。對此，張
向晨代表中方予以回應。
張向晨表示，美國企業對華技術轉讓

是正常的商業行為，是企業雙向選擇和
自主決策的結果，不能把正常的商業交
易行為視作政府採購的強制行為。美國
是技術轉讓中主要的獲益者，而中國是
美國技術出口的目的地國之一，是美方
技術轉讓收益的重要來源。

美「指鹿為馬」
張向晨強調，市場准入與強制技術

轉讓是截然不同的問題。美國指責中

國的合資合作要求、股比限制和行政
審批程序，實質是針對中國的市場准
入制度，與強制技術轉讓無關。美方
這樣做是在「指鹿為馬」。事實上，
世貿組織成員有權對市場准入作出保
留，這些保留體現在成員的入世承諾
中，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多數成員的普
遍做法。
張向晨指出，美國「301調查」報
告中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中國法律規定
外國企業必須轉讓技術給中國合作夥
伴，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中國違反其
在世貿組織作出的承諾，以技術轉讓
作為外資市場准入的前提條件。
張向晨說，中國在知識產權方面取

得的進步和成績，並非靠所謂的強制
技術轉讓取得。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
保護不僅是擴大對外開放的需要，更
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但知識產權
制度的核心是促進技術的傳播，使創
新成果的福祉為人類所共享，而不能
被作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更不能
用作遏制他國發展。

易綱：加強監管金融開放過程

■易綱強調，在金融開放過程中，金融
管理部門要加強依法金融監管，堅持持
牌經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 攝

中美兩次經貿磋商
1. 北京磋商：5月3日至

4日，美方來華磋商，
雙方態度積極，部分
問題達成共識，部分
問題分歧較大。中方
還就中興事件與美國
進行了嚴正交涉。但5
月17日，眾議院宣佈
維持對中興制裁。

2. 華盛頓磋商：5月 16
日至19日，劉鶴等赴
美，與特朗普會面，
中美發表聯合聲明，
中美雙方達成共識，
不打貿易戰，並停止
互相加徵關稅。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室

美國白宮官網29日發表聲明，美國將
加強對獲取美國工業重大技術的相

關中國個人和實體實施出口管制，並採取
具體投資限制，擬於下月30日前正式公
佈相關措施，之後不久將正式實施。
聲明還稱，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
301條，美國將針對總值500億美元含有
重要工業技術價值的中國產品徵收25%
的關稅，包含那些與「中國製造2025」
相關的產品。最終的進口商品清單將於下
月15日之前公佈，稍後將對這些進口產
品徵收關稅。
針對美國白宮29日發佈的聲明，中國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昨晚迅速回應表示，我
們對白宮發佈的策略性聲明既感到出乎意
料，但也在意料之中，這顯然有悖於不久
前中美雙方在華盛頓達成的共識。無論美
方出台什麼舉措，中方都有信心、有能
力、有經驗捍衛中國人民利益和國家核心
利益。中方敦促美方按照聯合聲明精神相
向而行。
本月19日，中美兩國在華盛頓就雙邊

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中美雙方達成共
識，不打貿易戰，並停止互相加徵關稅。
本月2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
頭人劉鶴應約與美國商務部長羅斯通電
話。雙方確認，羅斯部長將於下月2日至

4日率團訪華，雙方團隊將繼續就中美經
貿問題進行磋商。

專家指貿戰僅緩解而未消除
對此有北京專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

時指，美方此舉應是向中國施壓並作兩手
準備。美商務部長下月初來華談判，落實
增加進口等措施，談不妥就落實加關稅。
近日來美方通過媒體等多渠道對外釋放其
訴求，包括要求中國大量增加能源、農產
品進口等。另外，此次白宮聲明仍是基於
特朗普3月22日頒佈的總統備忘錄的內
容，中美貿易戰形勢只是緩解而未消除。
對於中美雙邊經貿關係，中國商務部

發言人高峰此前亦表示，中方反對美方
「301調查」的單邊主義做法。高峰說，
在美國已經公佈的2,000多份書面評論意
見中，九成以上反對對中國產品加徵關
稅。這充分說明美方「301調查」措施不
得人心。我們希望美國政府認清民意，終
止「301調查」的有關程序。
高峰還表示，中方願意從包括美國在

內的世界各國擴大進口，也歡迎包括美國
企業在內的世界各國企業來中國發展。希
望美方取消不應有的貿易限制，提高供給
能力，給予中國產品和中國投資公平、公
正的待遇，推動兩國經濟優勢互補，實現
互利共贏。

■■針對美國白宮針對美國白宮2929日發佈的聲明日發佈的聲明，，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
迅速回應表示迅速回應表示，，無論美方出台什麼舉措無論美方出台什麼舉措，，中方都有信心中方都有信心、、
有能力有能力、、有經驗捍衛中國人民利益和國家核心利益有經驗捍衛中國人民利益和國家核心利益。。圖為圖為
浙江一企業員工在自動化流水線上工作浙江一企業員工在自動化流水線上工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