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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雙管齊下應對貿戰
對外開拓新興市場 對內挖掘消費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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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近日再公佈對中國價值2,000億
美元產品加徵關稅。對此，高峰表

示，升級貿易戰，不僅解決不了任何問
題，而且會帶來很多次生影響。最近全球
很多專家學者、高端智庫、跨國企業和行
業組織都紛紛表達了對美方發起的這場貿
易戰及其巨大負外部性的擔憂。

貿戰影響料下半年顯現
海關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對美
國出口同比增速下降13.9個百分點，6月
當月下降23.8個百分點。高峰指出，美
方挑起並不斷升級貿易戰給雙邊經貿合作
帶來嚴峻挑戰，估計影響會在下半年逐步
顯現。
他強調，對於美方已經和可能採取的
措施，中方將繼續評估企業所受到的影
響，並根據情況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
如對外開拓新興市場，推動貿易多元
化，鼓勵企業化挑戰為機遇，積極轉型
升級，調整產業結構、市場結構、投資
結構，支持企業開展職業培訓；對內挖
掘消費潛力，特別是對民眾需要和高質
量發展需要的部分。「總之，辦法總比
困難多。」

增加中高端消費供給
此外，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完善促進消費體
制機制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
見》。有分析認為，今年中國有望成為世
界第一消費市場，這對中國化解中美貿易
戰將產生積極影響。
對此，高峰表示，促進和擴大消費，

一直是中國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重要工
作內容之一。不管中美經貿關係如何變
化，中國都會按照既定的目標和節奏，積

極穩妥地推進促消費的工作。
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消費支出

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8.8%，今
年一季度更是達到77.8%。高峰指出，
下一步，商務部將順應居民消費的新趨
勢，從供需兩端發力促消費，包括促進
城鄉便民消費、增加中高端消費供給、
完善供應鏈、營造安全放心的消費環境
等。

美對華指責純屬「賊喊捉賊」
對於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指責中方

對美國產品加徵關稅反制措施是沒有任何
國際法的依據和正當理由的，高峰對此回
應稱，這完全是「賊喊捉賊」的強盜邏
輯。美方首先違反世貿組織規則，依據其
國內法單方採取加徵關稅措施，是典型的
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行徑，本身沒有
任何國際法律依據或正當理由。中方為維
護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維護自由貿易和
多邊貿易體制，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反制，
並在世貿組織提起訴訟。上述措施是完全
符合國際法原則的。「美方自己踐踏多邊
貿易體制，反而指責中方被迫採取的正當
防衛，是非曲直，我想不言自明。」
高峰同時強調，近年來隨着經濟結構

的不斷調整，中國對外經常項目貿易順
差佔GDP的比例已經大幅下降，從2007
年的9.9%下降到2017年的1.4%，但中
美之間的貿易順差依然較大，可見造成
這種逆向反差的原因是美國自身。美國
長期執行出口管制政策、國內低儲蓄
率、不利於出口的稅制以及美元儲備貨
幣地位等，都使得美國必然出現較大規
模的對外貿易逆差。美國無視這些基本
經濟規律，以莫須有罪名推給中國是完
全錯誤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面對美國肆意擴大貿易戰規

模，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昨日在京回應，美方行為正在把全球

經濟帶入「不確定性陷阱」，如果最終實施將波及更多無辜的企業和

消費者，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衝擊甚至衰退性影響。預計貿易戰對外

貿影響會在下半年逐步顯現。根據情況，中方將採取有針對性的措

施，如對外開拓新興市場，對內挖掘消費潛力。「總之，辦法總比困

難多。」高峰還透露，中美雙方尚未就重啟談判進行接觸，因為磋商

的前提是講信用。

中方主要應對措施
輔導企業部分：

■鼓勵企業調整進口結構

■對外開拓新興市場，推動貿易多元化

■ 推動企業積極轉型升級，調整產業結構、市場結
構、投資結構，支持企業開展職業培訓等

促進消費部分：

■ 促進城鄉便民消費，積極推進「15分鐘社區服務
圈」建設

■增加中高端供給，重點推進高品位步行街建設以及
國際消費城市培育；同時積極擴大進口，充分利用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平台，豐富國內商品和服務
供給

■完善供應鏈，全面推進現代供應鏈試點示範和高效
物流配送體系建設

■營造安全放心的消費環境，繼續推進食用農產品、
食品等重要產品的追溯體系建設，積極推進商務誠
信體系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琳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總部位於日
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當地時間11日開始對中
國進行第七次貿易政策審議。在11日和13日
兩天的審議中，中國代表團將介紹過去兩年
中方的貿易政策和發展情況，回答世貿組織
其他成員提出的問題。率團參加此次審議的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
受文表示，當前，多邊貿易體制面臨嚴峻挑
戰。中國呼籲世貿組織成員堅定捍衛最惠國
待遇、國民待遇、發展中國家特殊和差別待
遇等多邊貿易體制的基本原則和核心價值，
堅決反對貿易霸凌主義、保護主義和單邊主
義，同時也強烈呼籲解決上訴機構成員補選
所面臨的僵局，解決單邊主義行為對世貿組
織的系統性威脅。
王受文在當天的審議會上介紹了自2016年7
月上次審議以來，中國在貿易投資領域的新

進展、主要改革和對外開放措施，以及積極
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的
有關情況。
王受文說，從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至2017
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口額年均增長13.5%，是
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中國服務貿易進口年均
增長16.7%，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2001
年時，美資企業在中國市場銷售額只有450億
美元，到2016年，其中國市場銷售額達到了
6,000億美元。2017年，在華外資企業在中國
進出口總額中佔到44.8%的份額。

在華歐企經營狀況持續改善
他引用中國歐盟商會最新調查表示，2017

年歐洲企業在華經營狀況持續改善，66%的受
訪企業收入超過了2016年，93%的歐洲企業
收入實現增長。

他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中國
對外支付的知識產權使用費只有19億美元，
2017年已達到 286億美元。中國美國商會
2018年白皮書顯示，在美國在華投資企業最
為挑戰的問題中，知識產權僅排在第12位，
已經不是他們經營中遇到的主要困難。
他說，截至今年4月，中國在世貿組織起訴
案件17宗，被訴案件41宗。對每宗被訴案
件，中國尊重並認真執行裁決，作出了符合
世貿組織規則的調整，無一例被起訴方申請
報復的情況。
貿易政策審議機制與多邊貿易談判機制和爭

端解決機制並列為世貿組織三大支柱。貿易政
策審議機制通過定期監督和全面審查各成員貿
易政策及實施情況，增強成員貿易政策的透明
度，敦促成員遵守世貿組織規則和承諾。根據
世貿組織規則，所有成員均定期接受審議。

對於美方指
責中國盜竊知
識產權、強制

技術轉讓，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
人高峰昨日在京回應指出，美國
的指責是罔顧歷史事實，令人完
全不能接受。中國與在華外資企
業的合作完全是建立在商業契約
基礎之上的中外企業的自願行
為。
高峰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

國低成本勞動力與國際資本、技
術相結合，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
速增長，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繁
榮，也為外國企業創造了豐厚的
回報。

「如今，在華外資企業獲得巨
大收益之後，指責中國強制技術
轉讓、盜竊知識產權，這不僅是
對中國改革開放和歷史事實的歪
曲，也是對商業信用的破壞，根

本違背了契約精神。」高峰強
調，這種做法非常危險，將會動
搖市場經濟和自由企業的制度基
礎。
而對於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指

責中國的產業政策造成了市場扭
曲，高峰表示，美方的指責是根
本站不住腳的。任何國家都有通
過實施恰當的產業政策促進發展
的權利。從歷史上看，美國第一
任財長漢密爾頓就是早期產業政
策的倡導者。上世紀五六十年
代，美國在航天、軍工等領域也
都實施了產業振興計劃。

高峰指出，在經濟全球化和技
術進步加快的條件下，中方認
為，產業政策需要的是符合實際
發展的政策，更重視未來預測、
開放合作、促進競爭等，而反對
差異化、保護性的產業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前六月美對華投資額增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
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昨日在京表示，今
年前六個月，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同比
增長96.6%，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4.1%。
其中，來自美國的投資保持良好增長勢頭，
實際投入金額同比增長29.1%。他指出，中國
有穩定的投資環境，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
有潛力巨大，正在升級而且不斷開放的消費
市場。中國政府將繼續改善營商環境，保護
外資企業在華的合法權益，使中國繼續成為
外國企業投資的首選之地。
高峰表示，今年前六個月，全國新設立外
商投資企業29,591家，同比增長96.6%，實際
使用外資 4,462.9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1%，折合成美元為683.2億美元，同比增長
4.1%。從投資來源地看，美國、新加坡、韓

國、英國、澳門地區等投資保持良好增長勢
頭，實際投入金額同比分別增長 29.1%、
19.7%、43.8%、82.5%和78.7%；東盟實際投
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24.4%，「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同比增長24.9%。

外商青睞高技術製造業
從產業領域看，外商投資更青睞高技術製

造業。高峰指出，前六個月，製造業實際使
用外資1,348.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9%，
佔比達到30.2%；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同
比增長1.6%，佔比達到20.9%。其中，高技
術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433.7億元人民幣，同
比增長25.3%，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計算
機及辦公設備製造業、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
儀錶製造業實際利用外資同比分別增長

36%、31.7%、179.6%。
對於中美貿易戰是否會促使外資企業選擇

撤出中國，高峰予以否認，「據我所知，近
期通用電氣、福特、寶馬、特斯拉等外資企
業紛紛進一步擴大了在華產能、規模和投
資。」

WTO對中國進行第七次貿易政策審議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白宮貿
易政策完全失去了理性，其霸
凌主義行徑加速升級到令世人
震驚的地步。當地時間7月10
日，美方公佈了擬對中國2,000
億美元輸美產品加徵關稅清
單。《人民日報》昨日發表評
論員文章《美國升級貿易戰是
霸凌主義對世界的挑釁》指
出，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
們對此表示嚴正抗議。來而不
往非禮也。為了維護國家核心
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中方將
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予以有力
回擊，採取必要反制措施。
文章指出， 歷史反覆證明，

亂打貿易戰無異於玩火，到頭
來只會是損人害己。白宮巨額
加徵關稅清單甫一出爐，美國
商會立即提出尖銳批評，認為
這將提高美國家庭、農民、農
場主和就業創造者的日常商品
成本，還將進一步傷及美國工
人。然而，失去現實感的白宮
已經聽不進這些警告。一些人
沉迷於單邊保護主義不能自
拔，甚至盲目樂觀地認為「打
貿易戰是一件好事，而且很容
易贏」，臆想着通過極限施壓
就能迫使中國放棄核心利益、
作出無原則的讓步。
文章說，霸道蠻橫、惟我獨

尊，美國升級貿易戰不得人心。
「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
一個有秩序的國際貿易體系，是
世界各國的共同需要，也是全球
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石。美國一次
次破壞貿易規則、搞亂世界經
濟，實屬無理取鬧。美國奉行貿
易霸凌主義既傷經濟，更毀形
象，最終只會讓自己身陷四面楚
歌的尷尬境地。罔顧歷史、任性

妄為，美國升級貿易戰禍患無
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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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衰與共。立
己達人方是正確抉擇。固守「零
和博弈」的陳舊思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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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歷史上多次對其他國
家以關稅相逼，結果不是衝擊就
業，就是訂單大幅萎縮，讓美國
乃至世界經濟陷入長期衰退。現
在，美國不計後果的單邊保護主
義做法，不只是在傷害中國，傷
害美國自己，也在傷害全世界。
文章最後指出，國際社會對

美國不負責任的貿易政策普遍
表示擔憂和憤慨。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總裁拉加德指出，美國
需要為世界貿易體系「關稅之
傷」承擔後果；世貿組織總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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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民在埋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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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
貿易霸凌主義如同瘋狂的藤
蔓，任其野蠻生長，世界經濟
終將被一步步拖入衰退的泥
淖。無論外界環境如何變化，
中國完全有能力有底氣應對任
何風險挑戰，將外部壓力轉化
為高質量發展的內在動力。中
國將一如既往地同國際社會一
道，共同維護自由貿易規則和
多邊貿易體制，共同回擊美國
貿易霸凌主義行徑，打贏這場
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保護主
義與自由貿易、強權與規則之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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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企獲利反咬 違背契約精神

前6月外資構成及增速
美國

新加坡

韓國

英國

澳門地區

資料來源：商務部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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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表示高峰表示，，中國會按照既定的目標和節奏中國會按照既定的目標和節奏，，積極穩妥地推進促消費的工作積極穩妥地推進促消費的工作。。圖為圖為 20182018亞洲亞洲
消費電子展上消費電子展上，，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右右））向參觀者介紹一款可以講課的小型家用機械人向參觀者介紹一款可以講課的小型家用機械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