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史上
規模最大貿易戰已經打響。新加坡國
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稱，從
中長期來看，美國在貿易戰中的損失
大於中國。
從3月美國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
徵關稅，到4月公佈涉及中國500億美
元出口商品的「301調查」徵稅建議產
品清單，再到威脅制定2,000億美元徵
稅清單，整個中美貿易摩擦過程一直
是美國在出招、中國在接招。鄭永年
稱，在應對中美貿易爭端的過程中，
中國一直表現出理性和克制，為避免
貿易戰「盡了相當大的努力」。
在鄭永年看來，考慮到美國現為中

國最大出口市場，短期內美國可能在
貿易戰中獲益相對較多。但從中長期
來看，由於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做法
不得人心，美國發動貿易戰會影響其
國際地位和國家信譽，在貿易戰中的
損失大於中國。

多國反制回擊 不滿保護主義
目前，美國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徵

稅之舉已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抵制。
歐盟、加拿大的對等反制措施業已落
地；俄羅斯回擊力度更大，對美部分
商品加徵關稅稅率最高達40%。日
本、韓國也在世貿組織（WTO）中就
美國的單邊貿易保護舉措提起了申

訴。
談及貿易戰的未來走向，鄭永年認

為，中美雙方都會尋找新的貿易替代
夥伴，彼此的經濟依存度可能會出現
一定程度下降，甚至會形成相對獨立
的兩個市場。世界經濟和貿易會形成
新格局，甚至可能引起全球政治格局
的變動。
在鄭永年看來，中國經濟發展到現

階段，「已經能夠自己創造機遇」，
鄭永年說，中國現在最需要的就是，
以更大的力度推進開放，保護產權，
推動技術創新。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日
前重申，中方將堅定不移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保護企業家精神，強化產

權保護，為世界各國在華企業創造良
好營商環境。
鄭永年並表示，美國政界和商界、不

同利益集團之間矛盾重重，並非「鐵板
一塊」。「冷戰派」發動貿易戰，意在
打壓、遏制中國發展；而部分工商界支
持打貿易戰，是希望以此讓中國更大幅
度開放市場。這兩種目的有本質區別，
應對策略也應有差異。
「從歷史上看，最終是白宮聽華爾

街的，而不是華爾街聽白宮的。」鄭
永年提醒說，要應對貿易戰，中國需
要善於利用美國的內部矛盾，實施分
化策略，同時利用好廣闊市場這一籌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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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進口促進
對外貿易平衡發展

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正式發佈，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
明指出，擴大進口不僅有利於民生福祉，現
在強調的全方位「套餐式」進口，也有利於
滿足企業轉型升級的多方面需要，推動中國
經濟進一步發展。而加強從「一帶一路」國
家進口，可以帶動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讓
中國發展的紅利惠及全球。
白明表示，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不僅

出口環節需要轉型升級，進口環節也需
要。一方面，考慮到消費升級的需要，促
進進口可以更好地滿足國內日益多元化的
消費需求，提升大眾的生活質量與獲得
感。
「另一方面，擴大進口有利於提高企業生

產效率，提升產品質量和創新能力，最終促
進國內產業升級，推動中國經濟進一步發
展。」白明指出，以前提到生產性進口更多
指的是資源性產品進口，現在則是強調全方
位的「套餐式」進口，這更有利於滿足企業
轉型升級的多方面需要。
對於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作為重點開

拓的進口來源地，白明認為，「一帶一路」
國家有很多資源，但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加
強從「一帶一路」國家進口，可以帶動這些
國家的經濟發展，讓中國發展的紅利惠及全
球。目前，「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設施聯
通將極大促進貿易暢通。
白明還關注到《意見》提出「持續發揮外

資對擴大進口的推動作用」。他表示，很多
外資都擁有全球化的銷售渠道，這個渠道不
僅可以賣東西，反過來也可以買東西，利用
好這個渠道有助於我們買
到更多物美價廉的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政府今年以來貿易霸凌行徑
頻度之高、破壞之廣、規模之大，前所未見。新華
社發表評論文章指出，這些行徑嚴重違反世貿規
則，影響全球供應鏈和貿易流，對世界經濟構成重
大風險，必須堅決反對和反制。
首先，美國政府的貿易霸凌行徑頻度之高前所未

見。1月依據「201調查」對進口洗衣機、光伏電
池及組件加徵保障性關稅；3月依據「232調查」
對進口鋼鋁產品加徵關稅；7月依據「301調查」
對34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此外，美國
還於 5月底對進口汽車及零配件啟動「232 調
查」，不久或出台加徵關稅舉措。
其次，美國政府的貿易霸凌行徑破壞範圍之廣前

所未見，可以說是在「掃射」世界。
一方面，歐盟、加拿大、韓國、日本等美國的盟

友均未能倖免。尤其是鋼鋁關稅和可能即將開徵的
汽車關稅，將令這些國家經濟利益受損；另一方
面，由於全球產業鏈深度交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
中國家也感受到壓力。作為反擊，歐盟、加拿大、
墨西哥、挪威、印度、中國、俄羅斯已先後訴諸世
貿組織。
不僅如此，美國企業、工人和消費者也已成為受
害者。一艘從西雅圖出發的載滿美國大豆的貨輪由
於未能在7月6日中午抵達中國大連港，不得不為
美方當日啟動對華加徵關稅「買單」。
再次，美方貿易霸凌行徑涉及金額之大前所未見。

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查德．鮑恩研
究，僅鋼鋁關稅涉及產品金額就高達460億美元。
美國政府的種種貿易霸凌行徑，是在公然破壞以

世貿組織為核心，以規則為基礎，提倡自由開放的
多邊貿易體制，將嚴重損害21世紀經濟全球化發
展給世界各國帶來的福祉。
回歸世貿組織規則體系，降低關稅和貿易壁壘，

維護全球貿易秩序和經濟復甦成果，才是世界發展
繁榮的正道。

香港文匯報訊 7月以來，特朗普
政府挑起的貿易戰頻頻引發各國強烈
反制。繼加拿大對價值約126億美元
美國商品加徵關稅、墨西哥啟動第二
輪反擊行動對30億美元美國商品加徵
關稅之後，中國6日被迫對340億美
元美國商品加徵關稅。同一天，俄羅
斯也宣佈將對美國部分商品加徵關
稅。
中央廣電總台發表評論員文章指

出，在這場關乎全球產業鏈各方利益
的貿易戰中，預計還會有不少國家會
被捲入。在這種背景下，那些持「綏
靖政策」的有關方應該小心，姑息戰
火的行為會有一天導致「反噬」。
文章說，貿易戰由美國挑起，無論加
拿大、墨西哥，還是中國，對美國加徵
關稅的反制，均是同等規模、同等力
度，不多一分，不少一毫。這個原則不
能含糊。換句話說，「解鈴還須繫鈴

人」，結束貿易戰的「球」現在特朗普
政府的半場，這一腳需要它先踢。
文章強調，這場貿易戰沒有「路人」

和「旁觀者」，人人都是主角，也都是
應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貿易戰由一
方挑起，其他方就應本着義務共擔、責
任共當、利益共享原則，一起努力將單
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對世界經濟復甦
和發展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這才有可
能合作共贏。既然是「戰爭」，就總有

衝鋒陷陣的，中國作為有擔當的大國，
現在站在最前沿，不希望有人在背後放
冷槍。沒準，下一個中槍的，就是那放
冷槍的。
文章最後說，而對普通人來說，貿

易戰與每個人息息相關，不是想避開
就能避開的。難怪加拿大電視主持人
斯蒂夫．巴伊金（Steve Paikin）在個
人博客上向同胞大聲疾呼：「美國，
不值得我們砸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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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積極發揮多渠道促進作用。辦好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持續發揮外資對擴大進口的推
動作用，完善外商投資相關管理體制，優化境內投資
環境。推動對外貿易與對外投資有效互動，加快推進簽
訂高水平的投資協定，提高對外投資便利化水平。創新進
口貿易方式，加快複製推廣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成熟
經驗做法，加快推進汽車平行進口試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商務部昨日發佈消息指，將採取4項措施，緩

解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影響，其中包括將反制措施中增加的稅收收入主要用在緩解

企業和員工受到的影響。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強調，對於美方7月6日加徵關稅措施，

中方不得不作出必要反擊。中方在研究對美徵稅反制產品清單過程中，已充分考慮

了進口產品的替代性，以及對於貿易投資的整體影響。

據報道，4項措施包括：持續評估各類企業
所受影響；反制措施中增加的稅收收入

將主要用於緩解企業及員工受到的影響；鼓
勵企業調整進口結構，增加其他國家和地區
的大豆、豆粕等農產品以及水產品、汽
車的進口；加快落實國務院6月15日
發佈的有關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
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意見，
強化企業合法權益保護，

營造更好投資環
境。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指出，中方的政策組合還在
不斷完善之中，也歡迎社會各界給我們提供意
見建議。如有個別影響較為嚴重的企業，建議
向當地有關政府部門反映。
當天，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商務部等部門

《關於擴大進口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展
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意見》從四個方面提出擴大
進口促進對外貿易平衡
發展的政策舉
措。

強調擴大進口
惠民生穩經濟

加強加強「「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國際合作

推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推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支持關係民生的產品進口支持關係民生的產品進口

四是改善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條件。
大力培育進口促進平台，培育形成一批
示範帶動作用突出的國家進口貿易促進創
新示範區。優化進口通關流程，提高進口貿
易便利化水平。降低進口環節制度性成本，
清理進口環節不合理收費。加快改善國內營商
環境，加強外貿誠信體系建設和知識產權保護，
推進以缺陷進口消費品召回體系為核心的進口消
費品品質追溯體系建設，嚴厲打擊假冒偽劣商
品，規範和完善國內市場秩序。
《意見》指出，要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
於推進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決策部署，更好發
揮進口對滿足人民群眾消費升級需求、加快體
制機制創新、推動經濟結構升級、提高國際
競爭力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在穩定出口的同
時進一步擴大進口，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
展，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維護自由貿
易。辦好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辦好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一是優化進口結構促進生產消費升
級。支持關係民生的產品進口，適應消
費升級和供給提質需要，支持與人民生活
密切相關的日用消費品、醫藥和康復、養老
護理等設備進口。落實降低部分商品進口稅率
措施，減少中間流通環節，清理不合理加價，切
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完善免稅店政策，擴大免
稅品進口。大力發展新興服務貿易，促進建築設
計、商貿物流、諮詢服務、研發設計、節能環
保、環境服務等生產性服務進口。增加有助於轉
型發展的技術裝備進口，增加農產品、資源性產
品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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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優化國際市場佈局。加強「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充分發揮多雙邊經貿合作機制的作用，
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作為重點開拓的進口來源
地。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積極推進與有關國家和
地區的自貿區談判，加快建設立足周邊、輻射「一
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落實自
最不發達國家進口貨物及服務優惠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