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首發
入世承諾全面履行 對外開放力度更大

央廣電：貿易恐怖主義惡果開始在美顯現
香港文匯報訊 有着百餘年歷史的
美國摩托車製造商哈雷－戴維森公
司25日宣佈，將它部分摩托車生產
轉移到海外，以「規避歐盟對美國
摩托車開徵的報復性關稅」。當
天，美國五大科技巨頭（臉書、亞
馬遜、蘋果、奈飛和谷歌母公司Al-
phabet）市值蒸發超800億美元，造
成一場由哈雷摩托車誘發的「股市
血案」。
中央廣電總台國際在線發表評論
文章指出，「貿易戰沒有贏家！」
這是中國、歐盟、加拿大等國對美
國挑起貿易戰多次發出的警告。然
而，白宮的幕僚們始終不以為然，
直到他們被引以為傲的「美國製
造」深深扎了一刀。
文章說，正是特朗普所採取的單
邊貿易保護主義，把哈雷這樣的美

企逼入了絕境：由於哈雷在美國市
場銷售下滑，在歐盟銷量上升（約
佔其全球總銷量近17%份額），在
歐盟近日對美施以關稅報復措施
下，哈雷摩托車在歐盟的關稅稅率
從6%猛增至31%，這意味着每輛
摩托車價格平均上漲2,200美元，
一年成本增加 8,000 萬至 1 億美
元。轉戰海外，是哈雷出於企業避
險本能，做出的無奈和必然的選
擇。

單挑全球 無異於蚍蜉撼樹
文章指出，作為第一家出走的

「美國製造」，哈雷事件預示着特
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和貿易政策已
經發出失敗信號，並將帶來一系列
連鎖反應。目前，美國能源、農
業、製造業都很痛苦，隨着歐盟、

中國、印度、土耳其、墨西哥等越
來越多國家對美產品實施報復性關
稅，白宮恐怕會看到國內更多的
「美國製造」出走；如果它要對出
走的美企徵收前所未有的高額重
稅，啟動「末日」程序，無疑，
「貿易恐怖主義」首先會讓自家人
吞下惡果。
文章最後強調，「貿易恐怖主

義」的惡果如此快速顯現，可能是
特朗普始料未及的，因為他在過去
半個世紀的商業談判中從無敗績。
但是，治國不同於經商，特朗普毫
無打貿易戰的經驗，尤其是面對各
大經濟體深度依存、牽一髮動全身
的局面，想靠生意場上的欺詐、壓
榨手段來單挑全球，從而動搖令各
國普遍受益的多邊體系，無異於蚍
蜉撼樹。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陸慷
昨日表示，中方對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15次
高官會取得的積極成果感到高興，同時，本地區國家
對域外勢力攪動南海局勢保持着高度警惕。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落實《南海各方
行為宣言》第15次高官會已經結束，會議取得哪些具
體成果？仍有幾個域外國家不停表示擔心南海航行自
由受影響，中方對當前南海總體形勢作何評估？
陸慷說，6月25日至27日，中國與東盟國家在湖

南省長沙市舉行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15次
高官會和第24次聯合工作組會。外交部副部長孔鉉
佑作為中方高官率團出席。
他說，會議就落實《宣言》、推進海上務實合作

以及「南海行為準則」磋商等議題深入充分交換意
見。各方肯定了當前南海形勢總體穩定的良好勢
頭，重申全面、有效落實《宣言》的重要性，一致
同意在業已形成的「準則」框架基礎上進一步推進
「準則」磋商，盡快形成單一磋商文本草案，作為
下一步商談的基礎。會議還審議更新了2016－2018
年工作計劃。
「我們對會議取得的積極成果感到高興。從會議

成果也可以看出，本地區國家珍惜和平穩定、合作
發展的大好局面。從自身利益出發，中國和本地區
國家比任何域外國家都更加珍視南海地區的和平以
及航行自由與安全。」陸慷說。
他表示，個別域外勢力不斷通過各種方式，包括炒

作所謂航行自由與安全受到影響的偽命題來攪動南海
局勢，本地區國家對此保持着應有的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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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域外勢力攪局南海 地區國家高度警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

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發表《中國

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白皮書全文

約1.2萬字，全面介紹了中國履行加入

世貿組織承諾的實踐，闡釋中國參與多

邊貿易體制建設的原則立場和政策主

張，闡明中國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

願景與行動。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

在發佈會上表示，中國不僅在貨物貿

易、服務領域、投資領域全面履行了承

諾，還積極自主開放做到了「WTO

Plus」（超出WTO的要求）。未來，

中國對外開放不會止步於此，將以更大

力度、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促進全球共

同發展。

這是中國首次就履行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發
表白皮書。白皮書指出，2001年中國加入

世貿組織以來，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全面加強同多邊貿易規則的對接，切實履行
貨物和服務開放承諾，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對外
開放政策的穩定性、透明度、可預見性顯著提
高，為多邊貿易體制有效運轉作出了積極貢獻。
WTO前總幹事帕斯卡爾．拉米（Pascal Lamy）
在多個場合說，中國履行世貿組織的承諾可以得
「A+」的分數。

關稅總水平由15.3%降至9.8%
「拉米的評價不是虛妄之詞」，王受文介紹了

幾個數據，截至2010年，中國貨物降稅承諾全
部履行完畢，關稅總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
9.8%。2017年中國又自主降低800多個稅號關
稅。2015年，中國的貿易加權的關稅水平只有
4.4%，和美國的2.4%、歐盟的3%、澳大利亞的
4%已經非常接近。
不僅如此，王受文指出，自2002年以來，中國
已和24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16個自由貿易協定，
進一步擴大降稅的幅度，接近90%的關稅為零。「這
是『WTO Plus』，中國超出WTO的要求，在服
務領域、投資領域都進一步擴大開放。」

多邊貿易才是歷史選擇
在回應香港文匯報提問關於美國對中國單邊主
義的指責時，王受文指出，遵守WTO的規則，
按照大家共同接受的規則進行磋商、進行訴訟，
就是多邊主義者。如果以違背WTO規則的國內
法為基礎，用自己的實力迫使對方接受自己的觀
點，這就是單邊主義。「對照這個標準，中國絕
不是單邊主義者。」
王受文表示，目前中國在WTO有41起起訴案
件，在結案的案子中，有的判中國輸了，中國都
改正了；判中國贏了，我們就要求別的成員改
正。
他稱，如果非要說中國是單邊主義的話，我想中
國確實採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我們單方面開放投
資市場，單方面開放服務市場，單方面降低關稅。
我相信，中國在這些方面採取的單方面措施是符合
中國利益，也是為其他WTO成員所歡迎的。
白皮書強調，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與世貿組織
基本原則背道而馳。多邊貿易體制是順應世界經
濟發展的歷史選擇。世貿組織倡導以規則為基
礎，秉持開放、透明、包容、非歧視等基本原
則，其解決全球貿易問題主渠道的地位不會改
變。中國旗幟鮮明地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
只有堅持平等協商、攜手合作，才能實現共贏、
多贏。中國倡導通過加強合作、平等對話和協商
談判來解決國際貿易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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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報
道，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昨日在北
京稱，指責中國盜竊知識產權、強制轉
讓技術是「無中生有」，毫無事實根
據。
王受文在當天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

的《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新聞
發佈會上表示，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
立場「非常堅定」，採取的措施「十分
顯著」，成效也「有目共睹」。
根據白皮書，近年來中國除修訂《商

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以外，還

持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顯著
提升違法成本。
白皮書說，知識產權保護效果明顯。

從2001年起，中國對外支付知識產權費
年均增長 17%，2017 年達到 286 億美
元。2017年，中國發明專利申請量達到
138.2萬件，連續7年居世界首位，申請
者中近10%為外國單位和個人；國外來
華發明專利申請量達到13.6 萬件，較
2001年3.3萬件的申請量增長了3倍。世
界知識產權組織日前公佈，2017年，中
國通過《專利合作條約》途徑提交的專

利申請受理量達 5.1 萬件，僅次於美
國，居全球第二位。「如果中國知識產
權保護不力，到處是知識產權的盜竊
（案件）的話，誰還會去申請發明專利
呢？」王受文說。
王受文還援引中國美國商會和中國歐

盟商會對企業的調查結果稱，對美國和
歐盟在華投資企業而言，知識產權保護
均不是他們經營中遇到的主要困難和問
題。「如果中國強制技術轉讓，中國的
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甚至竊取知識產權
的話，這些企業早就說了。」
他坦言，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知識

產權保護並非完美無缺，但中國將繼續
努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王受文：指責中國盜竊知識產權是無中生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昨日說，中方始
終認為，在國際投資領域應該持續推動
投資便利化，不贊成以國家安全為由收
緊外國投資條件。資本會「用腳投
票」，全球市場會對美國投資環境變化
給出答案。
高峰在當天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

我們注意到白宮於北京時間27日晚上公
佈的有關聲明，我們將密切關注美國
《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的立
法進展情況，並且將評估對中國企業的
潛在影響。

「我們也注意到，近日美國舉行的
『選擇美國』投資峰會上，美國部分州
的代表表達了對中國投資的歡迎，同時
也對美國吸引投資政策的不確定性表達
了擔憂。」他說，資本會「用腳投
票」，全球市場會對美國投資環境變化
給出答案。
針對美國近期公佈的所謂《中國經

濟侵略如何威脅美國和全球科技及知
識產權》報告，高峰表示，對於現代
經濟全球化史和經濟體之間科技外溢
效應原則稍有基本常識的人，都不會
同意這份報告。報告作者罔顧中美企

業之間基於商業原則的契約精神，開
展互利共贏合作的歷史事實，是煞費
苦心。
高峰表示，中國40年改革開放通過不

斷推進市場經濟建設、強化知識產權保
護、完善政府治理和法治建設，為中國
企業和所有在華的外資企業提供了巨大
的市場和制度條件，這也是中國成為多
年來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目的地之
一的根本原因。中國將按照既定的改革
開放節奏，繼續支持和參與經濟全球化
進程，歡迎全世界投資者來華投資，共
享中國發展的成果。

商務部：美加強外資審查 資本會「用腳投票」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 網上圖片

在中美貿
易戰等待轉
機的當口，

中國政府對外發佈入世17年來
首份《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
白皮書，藉機向外界傳遞三層
深意。

首先是回應質疑。近來西方
頻頻發出「當初讓中國加入
WTO失策了」的論調，質疑
中國入世後不改革、只受益，
而事實上，正是中國用「真金
白銀」的開放，為全球貿易體
系帶去「真金白銀」的收益。

第二是展示決心，一如既往
地堅持對外開放和多邊貿易體
系，表明作為發展中大國的擔
當。

更為重要的是，在中美貿易
戰劍拔弩張的當口——下周末
懲罰關稅即將生效，屆時這場

沒有贏家的戰爭將「開弓沒有回頭
箭」，而當下各方可能都在等待轉機，
中國借此希望釋放更大誠意，引導貿易
戰走上另一條路，回到WTO等多邊框
架解決分歧。

第三，在沒有更好體制取代之前，多
邊貿易體系仍應是各方，尤其是中美兩
個大國遵守的框架。美國是多邊貿易體
制的創造者，也是且至今仍是從全球化
貿易價值鏈獲益最多的國家，尤其在服
務貿易和高端製造業貿易方面，中國遠
非美國對手，但中國也是這個體制的受
益者。作為全球最大發達國家的美國和
全球最大新興經濟體的中國，都有責任
帶頭維護這個體制，並聯手打造新的
WTO規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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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昨日答記者問。
中新社

■中國昨日發表《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全面介紹中國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的實踐。圖為6月13日160輛進口汽車搭
載中歐班列「長安號」整車進口專列抵達西安港西安鐵路集裝箱中心站。 新華社

數讀經濟貢獻
2016年，中國GDP佔世界比
重達到14.8%

自2002年以來，中國對世界經
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接近30%

2017年，中國在全球貨物貿易
進口和出口總額中所佔比重分
別達到10.2%和12.8%，是
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
易夥伴

2001年至2017年，貨物貿易
進口額年均增長13.5%，已成
為全球第二大進口國。服務貿
易進口從393億美元增至4,676
億美元，年均增長16.7%，佔
全球服務貿易進口總額的比重
接近10%。

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從1992年起
連續26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
年均增長6.9%

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