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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擬對華 2000億商品加徵稅10
10%%
中方嚴正抗議 將作必要反制 並向 WTO 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美擬對華 2,000 億美元
輸美產品加徵關稅。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當地時間 10 日發表聲
明，稱美方將對 2,000 億美元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徵 10%關稅，
清單涉及 6,031 項產品，包括數百種食品以及煙草、汽車輪胎、
服裝、電視機元件等消費品。對此，中國商務部回應稱，中國政
府將一如既往，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制。美方以加速升級的方式公
佈徵稅清單，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中方對此表示嚴正抗議，並將
立即就美方的單邊主義行為向世界貿易組織追加起訴。中國外交
部則回應強調，美方失去理性的行為十分危險，害人害己，不得
人心。
外媒報道，這份針對 2,000 億美
據元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加徵關稅計

劃不會立即生效，將在 8 月 20 日至 8
月 23 日舉行聽證會，並可能在 8 月 30
日公眾諮詢結束後生效。

涉食品傢具箱包等消費品
這份加徵關稅產品清單涉及的商
品，包括數百種食品以及煙草、化學
製品、汽車輪胎、傢具、木製品、手
袋和箱包、貓狗糧、棒球手套、地
毯、門、自行車、滑雪板、高爾夫球
袋、衛生紙和美容產品等消費品。清
單還包括電視機元件、冰箱等消費電
子產品，但不包括手機等一些備受關
注的產品。
事實上，這已是美國政府公佈的
第二份針對中國輸美產品的加徵關
稅清單。當地時間 6 月 15 日，美國
貿易代表辦公室就公佈了一份針對
500 億美元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加徵關
稅清單，稅率 25%，主要包括航空
航天、通訊科技、機械人、工業機
械、新材料和汽車等產品。其中，
首批針對 340 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的
加徵關稅計劃已於美國時間 7 月 6 日
開始實施。
對於美國政府再次公佈對華產品的
徵稅清單，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昨
日回應稱，美方以加速升級的方式公
佈徵稅清單，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中
方對此表示嚴正抗議。美方的行為正
在傷害中國，傷害全世界，也正在傷
害其自身，這種失去理性的行為是不
得人心的。

籲國際社會共反貿易霸凌
該發言人強調，中方對美方的行為
感到震驚，為了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
人民根本利益，中國政府將一如既
往，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制。「我們呼
籲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共同維護自由
貿易規則和多邊貿易體制，共同反對

貿易霸凌主義。與此同時，我們將立
即就美方的單邊主義行為向世界貿易
組織追加起訴。」
此前，針對美方的 500 億美元徵稅
清單，中國政府還以顏色，公佈了對
同等金額的美國進口商品加徵同樣幅
度的關稅，並於 7 月 6 日 12：01 開始
正式對大豆等農產品、汽車、水產品
等約 340 億美元美國商品加徵關稅。
同時，中國還於當天在世貿組織就美
國對華「301 調查」項下正式實施的
徵稅措施追加起訴。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也在
例行記者會上指出，當今時代，各國
經濟不同程度融入全球產業鏈、價值
鏈，彼此之間相互依存、興衰相伴。
立己達人方是正確選擇。如果固守
「零和博弈」的過時思維，任性挑起
貿易戰，不僅損害當事雙方利益，也
傷及全球產業鏈上的各方利益，不會
有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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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失去理性行為十分危險
華春瑩表示，中國貨物出口的
40%、高科技產品出口的三分之二
都是在華外資企業實現的。正如商
務部發言人說過的，美方是在向全
世界開火，也在向自己開火。多位
國際經濟界權威人士近期就貿易戰
的有關表態也充分說明，美方失去
理性的行為十分危險，害人害己，
不得人心。
據了解，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已經引
發國際社會各方擔憂。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總裁拉加德指出，美國需要對給
世界貿易體系造成的「關稅之傷」承
擔後果。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阿澤維
多發出警告稱，全球貿易體系正在開
始動搖。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認
為，美國對外加徵的關稅，實際上是
由美國國民在買單。英國央行行長卡
尼指出，美國將成為全面貿易戰的最
大輸家。

精準打擊迫使美國收手
對於特朗普對中國商品
追加2,000億美元加徵關稅
計劃，北京大學國家發展
研究院副院長余淼傑向香港文匯報表示，這
份徵稅清單在意料之中，此前特朗普已經在
多個場合表態過要有新一輪的加徵關稅計
劃，而且大概率會在 8 月底聽證會舉行後實
施。學者指出，下一步中國應集中力量精準
打擊，迫使美國收手。
據中國官方數據，去年中國對美出口額近
4,300 億美元，自美進口額約 1,500 億美元。
此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曾表示，如果美國出
台徵稅清單，中國將採取數量型和質量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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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在內的各種舉措進行反擊。

今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鑒於中美經貿關係的不對稱，今後回擊
就應當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了。」中
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稱。
在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
長趙昌文看來，下一步，中國應集中力量對
特定產業領域、特定人群、特定地區進行精
準、科學打擊，迫使美國收手。「這是最有
可能奏效的」。
官方稱進行「必要反制」，還意味着中國
的回擊將建立在充分考慮國內產業所受影響

商務部官員笑問：
「我們沒有強制你們轉讓技術吧?」

在美國挑起的中美貿
易摩擦升級的特殊時
刻，「中國城市與美國
芝加哥市投資合作論壇」昨日在北京舉行。
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李成鋼表達對芝加哥代
表團的讚賞稱，在當前形勢下，信心比黃金
更重要。我們共同發出繼續深化合作反對貿
易戰的積極信號更是難能可貴。他又笑問芝
加哥市市長拉姆·伊曼紐爾：「在這次合作
過程中，我們沒有強制你們轉讓技術吧？」
在得到肯定答覆後，李成鋼表示，所以也請
那些沒有到中國來，對中美合作有很多懷疑
的美國朋友們放心。
五年前，中國的北京、上海、天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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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瀋陽、杭州、武漢、成都等八個城市
與美國芝加哥市簽署了《關於建立「中國
城市與美國芝加哥市貿易投資合作聯合工
作組」的諒解備忘錄》，旨在共同推動中
美城市之間的經貿往來與合作。昨日，中
美雙方代表簽署並發佈了未來五年重點產
業合作計劃。

與中國合作 貿易額翻番
美國芝加哥市市長拉姆·伊曼紐爾在論壇
上表示，與中國城市加強合作五年來，芝
加哥市與中國的貿易額翻了一倍。他認
為，儘管當前中美之間有一些衝突，但不
能忽視合作才有更大的機遇。

中美貿易摩擦負面影響已經顯現，今年
上半年，中國對美出口增速下降 13.9%。
李成鋼表示，現在是國際貿易比較混亂的
時刻，美國現在做法是干擾了國際化貿易
進程，加徵關稅措施使美國企業承受巨大
壓力。他感嘆道，「去年有一部電影叫
《至暗時刻》，現在國際貿易投資環境由
於美國措施就處於這個時刻，在這個時刻
中，更需要自由貿易之光、合作之光來照
亮。」
拉姆·伊曼紐爾說：五年來芝加哥和中國
的貿易額增加了 100%。在未來五年，我們
會取得更大的進展，特別是考慮到世界的
一些狀況，我們的合作是至關重要的。

中儲糧：南美大豆供給佔六成 超美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報道，
「近兩年，我們已經主動調整進口來源
地，降低集中度過高帶來的風險，並已
形成穩定成熟的多元化國際貿易渠
道。」中儲糧集團公司相關負責人介
紹，從中儲糧集團油脂公司的情況看，
2017 年 進 口 的 大 豆 26.2% 來 自 巴 西 ，
43.2%來自阿根廷、烏拉圭，30.6%來自
美國。在大豆進口貿易實際操作中，採
購方擁有貨源地選擇權，更傾向於選擇

貿易關係良好、有穩定政策預期、進口
稅率更低的大豆主產國。
這位負責人表示，近期，中儲糧集團公
司緊密跟蹤中美貿易摩擦相關情況，堅決
執行國家對外貿易政策。自今年 4 月以來，
中儲糧未再新採購美國大豆，轉而全部採
購以巴西、阿根廷、烏拉圭為主的南美大
豆。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中國大豆進口來源
呈現多元化趨勢，南美大豆供給佔比超過

美國。2016-2017 年度，中國大豆進口量
9,349 萬 噸 ， 其 中 巴 西 4,534 萬 噸 ， 佔
48.5%，較三年前增加 1.7 個百分點；美國
3,684萬噸，佔39.4%，較三年前下降1個百
分點。以南美為主的非美大豆進口已經佔
到中國大豆進口量的六成以上，且呈穩定
增長趨勢。未來，南美將越來越成為中國
進口大豆供應的主力地區。
中儲糧集團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當前
中國油脂油料儲備體系完善，儲備資源充

「我們反對對抗，我現在宣佈我非常有信
心，我們是合作性的競爭。」
貿易戰沒有贏家，合作是唯一正確選
擇。李成鋼強調，中國政府支持兩國業界
合作做大蛋糕態度不會變，改善營商環境
不會變，反對單邊主義措施不會變。「封
閉不會帶來發展，中方將以開放心態，對
各國企業提供機遇分享紅利。」
拉姆·伊曼紐爾也表示，共同合作才能共
同贏得未來，鼓勵所有企業來芝加哥，促
進貿易的發展和合作，鼓勵中國所有的公
司特別是投資公司來芝加哥。「相信雨過
天晴之後會有更好的明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

足，加工和流通配套能力良好，能夠隨時
響應保證供應、穩定市場的調控指令，儲
備資源充足，流通能力良好。
「中儲糧集團在佈局油脂油料儲備
時，遵循市場流通的規律，將儲備庫與
加工廠一體佈局，形成油脂油料儲備和
加工基地，使儲備輪出到加工的鏈條縮
短、效率提高。目前，中儲糧年油脂壓
搾能力達到 650 萬噸，成為參與市場供應
的重要主體。由於與儲備結合，在原料
供應更有保障的同時，儲備投放市場更
加高效，維護市場穩定的能力更強。」
這位負責人說。

淡馬錫：對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有信心

特殊時刻，芝加哥市長來華談合作

的基礎上，不會不計後果。
此前回擊美國對華340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徵
關稅時，商務部就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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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後，商務部又推出了四項措施緩解中美貿易摩
擦影響，包括將反制增加的稅收收入用於緩解
企業及員工所受影響，鼓勵增加其他國家和地
區的農產品、水產品、汽車進口等。
在此情況下，中國對美 2,000 億美元商品徵
稅清單的反制，料也會充分考慮對國內經濟
的影響，力爭代價最小化。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琳及中新社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我們對中國經濟中長期
發展充滿信心。」國際知名投
資機構淡馬錫公司中國區總裁
吳亦兵昨日在北京表示，中國
積極實現經濟再平衡，擴大對
外開放，將推動中國經濟的長
期可持續發展。
淡馬錫最新年報顯示，截至
3 月 31 日，淡馬錫全球投資組
合淨值達 2,350 億美元，其中
在中國的投資組合淨值佔比達
到26%，僅次於在新加坡本土
佔比（27%）。
「作為『基本面投資者』，
我們更看重對宏觀經濟的判
斷。」吳亦兵認為，中國政府
積極推動去槓桿政策，着重解
決企業槓桿率過高問題，這對
經濟中長期發展和經濟平衡具
有實質性作用。
在吳亦兵看來，當前中國
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力度
大，內容具體，政策執行
快，這是中國經濟自信的表
現，也給境外投資者帶來了
巨大投資機會，特別是對中
長期投資者。
「這是雙贏的事情。」吳亦
兵認為，境外投資者將獲得更
加平等競爭的機會，能夠有足
夠的耐心，組建本土化團隊參
與中國市場；中國企業將與世
界級的優秀企業展開競爭與合
作，這能幫助中國培養出世界
級優秀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