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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歐洲應向中國學習

中德重申共護自由貿易中德重申共護自由貿易
李克強：任性挑起貿易爭端無贏家 默克爾：貿易戰衝擊所有國家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正式開啟對德國的訪問。其間，李克強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舉

行會談，並共同主持了中德政府磋商、共同出席第九屆中德經濟

技術合作論壇閉幕式並發表講話。雙方重申將共同維護自由貿

易，堅決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

易體制。

華將向部分美產光纖
徵收反傾銷稅

央廣電：抗擊貿戰 中國付出可控代價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9
日晚宣佈了四項緩解中美貿易摩擦影
響的措施，包括：持續評估各類企業
所受影響；將反制措施中增加的稅收
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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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
落實國務院關於積極有效利用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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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等。對此，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發表
評論文章指出，中國政府為降低貿易
戰損失，正打出一套標本兼治的組合
拳，體現出強大的風險控制能力、抗
擊貿易戰的定力與耐力，以及「以民

為本」的執政理念。
文章指，抗擊美國貿易戰，對中國而
言，是事關國家核心利益、民族未來利
益和人民群眾利益的大事。為此，中國
唯有不惜付出一定的可控代價，承受一
定的邊際損失。任何利益的損失，對中
國整體而言是局部、小範圍的，對個體
或個別企業則可能產生較大影響。基於
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中國政府必然會
想方設法把不利影響控制在最小範圍。
中國商務部此次宣佈的前兩項措施，是
針對受損企業和員工推出的直接有效的
應對辦法，可以緩解他們燃眉之急。
文章進一步分析，由於中美貿易戰剛剛

開打，未來存有很多變數，所造成的影響
在動態變化中，中國的應對方案也必須隨
時調整。對此，中國商務部表示會不斷完
善政策組合，歡迎社會各界多提供意見建
議。可以預計，隨着中美貿易戰的進展演
變，中國政府的止損方案還會不斷調整優
化，力求將損失減小到最低。

華經濟增長91%靠內需
在抗擊美國貿易戰中，中國真有能力付

出一定的代價嗎？文章指出，人們看到：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全部工業門類
的國家，有近14億人口的巨大消費市
場。這意味着，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中

國經濟也可以實現內循環。同時，中國經
濟增長的91%源自內需，內需裡又有六成
靠消費拉動，且這種消費需求在不斷升
級，市場活力充沛。更重要的是，中國創
新企業數量位居全球第二，創新驅動發展
使得中國經濟具有更強的韌性。此外，中
國始終按照既定戰略不斷擴大開放，大大
增強了外界的信心。
文章最後指出，抗擊美國貿易戰，對

中國而言是一場「國運之戰」。中國人
深知「有國才有家」，與一個負責任的
政府共克時艱，上下同心，維護經濟持
續發展和民族復興的長遠大局，這正是
中國抗擊美國貿易戰的最強底氣！

香港文匯報訊 德國《明鏡》周刊網站8日刊
登亨里克·穆勒（Henrik Müller）的一篇題為
《向中國學習》的文章。文中指出，全球貿易
秩序正在瓦解——而這一體系正是歐盟，特別
是德國幾十年來所依靠的，為此，德國需要學
習中國的四點發展經驗。
文章指，1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將飛抵比利時
布魯塞爾，出席北約峰會。他已在事先發給其
他成員國政府首腦的信中措辭強硬地表明了態
度：你們必須大幅提高防務開支，否則……幾
天後，他將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赫爾辛基會
晤。特朗普可能會藉機質疑美國向歐洲提供的
援助擔保，破壞西方目前的生存格局。

減少外貿順差 着眼宏觀佈局
文章進而分析指出，不同於歐洲人，中國領
導層早就明白他們不可能永遠依賴出口驅動型
經濟模式。自2008年以來，中國外貿順差減少
逾五成。
歐元區走了相反的路。截至2008年，歐元區

外貿基本實現平衡。隨着債務危機的到來，幾
乎所有國家都被迫走上了德國道路：節約開
支、降薪、提高競爭力。結果是：大多數成員
國都產生了貿易順差，導致歐元區貿易順差總
額創下新高。
中國的宏觀經濟戰略值得學習，包括以下

四點：漲工資，特別是針對低收入者；通過
財政撥款扶持較貧困地區發展；升值貨幣；
放寬信貸條件，提振本土投資。這記「組合
拳」在使中國內需增加的同時，又抑制了出
口活力。

扶持落後地區 借鏡「一帶一路」
文章最後總結，從中國道路上，我們主要可

以學習以下幾點：需要提高工資靈活性，也包
括漲工資的靈活性；通過歐元區中央預算投資
的形式扶持落後地區發展；升值歐元；還有中
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將形成新貿易夥伴
網絡的龐大基礎設施項目——也可作為歐盟的
榜樣。

中美貿易戰火延
燒，企業難逃池魚
之殃。這筆賬要記
在挑起貿易戰的特
朗普政府名下，損
失卻不得不由兩國
貿易從業者買單。

貿易戰對中國影響幾何？智庫和輿論眾說
紛紜，但中國企業遭遇「飛馬峰號」
（Peak Pegasus）式的困境，料亦難免。

人們注意到，中國企業可能面臨的
受損情況已經引起政府部門的重視。
中國商務部9日晚公開表態：將持續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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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組合還在不
斷完善之中，也歡迎社會各界提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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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戰的背後也是一場就業戰。在
中國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依然吃重的
情況下，貿易衝突對就業的影響不言
而喻。有專家建議，加強對涉美出口
貿易企業的經營情況和用工情況監
控，盡快建立相應的就業應急機制，
防止短時期內因貿易戰引發較大規模
的失業下崗現象。

盡可能助企業員工止損
貿易戰況如何，取決於攻防是否得

當。在精準打擊對手的同時，減少損失
是防守關鍵。貿易戰不僅是政府間角力
的宏大敘事，也攸關千家萬戶的生計冷
暖。政府部門放下身段，傾聽社會各界
聲音，及時評估一線基層情況，盡可能
將企業乃至員工損失減到最低，是打贏
貿易戰的重要環節，也是服務型政府的
職責所繫。除了各級政府的作為外，行

業協會等社會團體亦應行動起來，抱團
取暖，緩解貿易戰的衝擊。

倡貿易政策制定更開放
從公共政策的角度看，貿易政策的

形成是多元利益訴求影響和塑造的過
程。中國的貿易政策會考量行業企業
的利益得失，但自下而上的多元利益
表達渠道有待健全。一些貿易政策的
調整，呈現於外界的多是國家意志和
行業整體鏡像，而具體企業的訴求容
易被抽象化，從業個體的關切常常沉
沒於輿論視線下。商務部的這次表態
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變化，也希望其
成為貿易政策多元利益溝通制度化、
常態化的一個新起點。

在貿易戰的陰風冷雨下，讓受損企
業個體感受到改革帶來的暖意，何嘗
不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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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中國企業在貿易戰中感受改革暖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商務部10日
公佈對原產於美國的進口非色散位移單模光纖傾銷
及傾銷幅度期間複審的裁決。
非色散位移單模光纖廣泛應用於高速率、長距離

傳輸，如長途通信、幹線、有線電視和環路饋線等
網絡。2017年8月，應國內產業申請，中國商務部
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進口非色散位移單模光纖所適
用的反傾銷措施進行傾銷及傾銷幅度期間複審。
經複審，商務部認定該產品存在傾銷，並據此確
定了傾銷幅度。根據裁定，自2018年 7月11日
起，進口經營者在進口原產於美國的非色散位移單
模光纖時，應依據裁定所確定的各公司傾銷幅度，
即33.3%至78.2%，繳納相應反傾銷稅。

這是李克強就任中國總理以來，中
德兩國總理的第9次會面。當地

時間9日上午，雙方進行了第五輪中
德政府磋商，兩國總理在磋商後共同
會見記者時表示，磋商取得了豐碩成
果。李克強指出，在新一輪對外開放
進程中，中方將繼續優化市場環境，
加強保護知識產權，中方歡迎德方搶
抓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先機。李克
強強調，當前世界形勢複雜多變，中
德要通過實實在在的合作表明，兩國
致力於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推
動兩國各自發展和世界經濟復甦進
程。

共同引領中歐合作態勢
當地時間7月9日晚，李克強在柏林
經濟和能源部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
出席第九屆中德經濟技術合作論壇閉
幕式並發表講話。李克強表示，中德
合作保持全面穩定健康發展態勢，長
期引領中歐合作，堪稱大國合作的典
範，為兩國乃至世界經濟發展注入了
動力。我們一致同意繼續鞏固和提升
政治互信，夯實中德全方位戰略夥伴
關係的基礎，推動兩國合作向更高水
平邁進，以中德合作的確定性、維護
多邊主義的一貫性為世界和平與發展
增添穩定性。

加強新興產業領域合作
李克強指出，我們要深挖貿易潛力，
進一步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擴大服務
貿易。德方企業擴大優勢商品、高端裝
備、優質服務對華出口大有作為；要擴
大雙向投資，為對方企業來本國投資提
供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投資環境；要積
極推動創新合作，加強創新發展戰略對
接，發揮好電動汽車、智能製造等合作
平台的作用，加強在人工智能、新能源
汽車、自動駕駛等新興產業領域合作；
要拓展三方市場合作，引導兩國企業在
互聯互通、工業建設、裝備製造、節能

環保、軌道交通等領域開展三方市場合
作，探討在中東歐、拉美、非洲等地區
先行先試。

互建自由開放投資環境
李克強強調，中德經濟技術合作離不
開自由開放的貿易投資環境。雙方重申
將共同維護自由貿易，堅決反對單邊主
義和保護主義，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
邊貿易體制。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如
果固守「零和博弈」的過時思維、任性
挑起貿易爭端，不僅損害當事雙方利
益，也傷及全球產業鏈上各方利益，不
會有贏家。
李克強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良
好勢頭，是近些年經濟結構持續優化、
內生發展動力增強的結果，具有較強的
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我們有信心有能力
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將以繼續主動擴大
對外開放，對沖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
以公平、公開、透明的競爭，拓展多元
化市場；以辦好自己的事情，增強內生
動力，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穩中向好的
態勢。

已簽自動駕駛等合作協議
默克爾表示，近年來德中合作不斷取
得新成果，人工智能、電動汽車等正在
成為兩國合作的新領域。當天雙方簽署
了包括自動駕駛在內的許多高水平合作
協議，將有力推進雙方合作。中國對德
投資進入了新階段，德國對此持開放態
度，歡迎中國企業加大對德投資。德方
讚賞中國在改善市場環境、開放金融業
等方面採取的積極舉措。中國是一個擁
有13億多人口的大市場，德中合作潛力
巨大，前景廣闊。德方期待即將舉行的
歐中領導人會晤取得積極成果，推動歐
中投資協定談判取得新進展，防止世界
陷入貿易保護主義的循環。貿易戰衝擊
所有國家，損害各國利益。德方願同中
方一道，發出共同支持自由貿易、反對
貿易保護主義的聲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
報道，德國一直是中國在歐
洲最重要的貿易、投資和技

術合作夥伴，自2014年建立全方位戰略夥伴關
係以來，中國業已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引領兩國「合作列車」高速前行的，正是中德
政府磋商機制這台「超級發動機」。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阮宗澤認

為，本輪中德政府磋商意義非凡。中德兩國
新一屆政府成立不久便進行了兩國總理互訪
和政府磋商，兩國經貿合作等各方面都走在
中國與其他歐洲國家關係前列。
「此次中德政府磋商在廣泛領域達成豐碩

成果，開創了中德面向未來的新合作。」誠
如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言，此訪期間，
中德雙方表示，要加強在數字化、自動駕
駛、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領域
合作。兩國相關方面還將簽署自動駕駛合作
諒解備忘錄，這也被默克爾評價為「雙方在
汽車領域合作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將
為兩國互利共贏合作開啟新的航程。

阮宗澤表示，中德在高科技領域合作是強
強聯手，新形勢極大地提升了中德合作的深
度和廣度。

開放型合作成全球標杆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中東歐研究室

主任、研究員劉作奎則認為，中方非常歡迎
與開放型的合作夥伴在高科技領域開展合
作，實現雙贏。「開放」是中德務實合作的
另一趨勢。
「開放」是此訪期間的高頻詞。共同會見

記者時，李克強表示，在信息化和新一輪技
術革命不斷更新升級的時代，各方應以更加
自信、開放的心態看待技術合作，中德要通
過實實在在的合作表明，兩國致力於維護多
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推動兩國各自發展和世
界經濟復甦進程。
有觀點認為，中德兩國已從一般意義上的

經貿合作，上升到塑造新型國際關係、維護
多邊貿易體系等層面。
在劉作奎看來，中德兩國擴大開放、加深

合作的世界意義就在於「示範」「引擎」作
用。中德在市場開放領域的合作一直是世界
上的「標杆」，良好的合作勢頭維持了幾十
年。「這也向世界表明，只有開放、包容、
合作才能帶來共享機遇、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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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強聯手」意義非凡

■中德雙方表示，要加強自動駕駛、人工智能、
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領域合作。圖為華晨寶馬
新工廠2017年5月在瀋陽投產。 資料圖片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柏林總理府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柏林總理府
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見證雙方農業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見證雙方農業、、
通信通信、、汽車汽車、、自動駕駛等領域自動駕駛等領域2020多項多項
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