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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廣電總台國
際在線報道，美國全國州長協會夏
季會議19日至21日在新墨西哥州首
府聖達菲舉行，不少與會州長表達
了對當前全球貿易緊張局勢所帶來
的不確定性的擔憂，並希望通過談
判解決貿易問題，實現雙贏。
在2018美國全國州長協會夏季會
議上，如何推動經濟發展、創造更
多就業機會是與會州長們繞不開的
重點議題之一。而對外貿易無疑與
這些重點議題休戚相關。過去十年
間，美國華盛頓州對華商品出口猛
增240%，華盛頓州州長英斯利表
示，在貿易緊張局勢不確定性的陰
雲下，不只是已經受到衝擊的農業
領域，各個行業都有擔憂。
英斯利說：「我們是美國最大的
蘋果出口州，因為別國對白宮的混
亂行為予以關稅回擊，出口市場開
始減少。我們對中國的紅酒出口也
很擔憂，對工業製造業出口也很憂
慮，這不只是關乎農業方面的，製
造業也一樣。」

49個州對華出口顯增
中國市場對於美國50個州之重要
性，用簡單的數字就可以說明。中
國是美國大部分州的前五大商品和
服務出口市場之一，為美國創造了
100萬個就業崗位。根據美中貿易全

國委員會2018年5月公佈的數據，
2008年以來，美國有49個州對華商
品出口明顯增長，其中17個州增速
達三位數。2017年，30個州向中國
出口了超過10億美元的商品。美國
在服務貿易出口方面優勢更明顯，
2007年至2016年，美國所有的州對
華服務出口均呈現三位數增長，其
中31個州的服務出口增長率超過
300％。

46個州創20萬就業崗
在投資方面，截至目前，美國46
個州有來自中國企業的投資，根據
美國中國總商會近期的調查，中國
的投資直接在美國創造了20多萬個
就業崗位。而繼續擴大美國在中國
的市場份額的合理方法很多，比如
中國進行以結果為導向的對話，形
成有商業價值、可評估的對話成
果，解決雙方長期關注的問題。正
如猶他州州長加里．赫伯特所強調
的，解決貿易糾紛與推進解決其他
問題的辦法是一樣的，以誠懇的態
度，坐下來談。
赫伯特說：「國際貿易也一樣，

是一起合作、發展信任、更好的溝
通、相互理解的問題。我們需要找
到共同點，然後才能找到眾所周知
的雙贏。如果我們態度良好，我們
就能做到。」

■美國不少州長對美中貿易戰擔憂。圖為7月18日明尼蘇達州農民站在上一
季收穫的豆倉裡發愁。 美聯社

財政部部長劉昆：
維護金磚國家共同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財政部網站消
息，2018年第二次金磚國家財長和央行
行長會議2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
利斯舉行。本次會議主要就金磚國家新
開發銀行、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加強金磚
國家在二十國集團（G20）框架下合作等
議題進行了討論。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
在會議發言時指出，要旗幟鮮明地反對
單邊主義和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密切
關注發達國家貨幣政策調整給新興市場
國家帶來的流動性壓力，推動發達國家

採取負責任的經濟政策，維護金磚國家
共同利益。

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會議各方同意進一步在G20 框架下

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共同反對貿
易保護主義，促進全球經濟強勁、可
持續、平衡、包容增長。各方積極評
價新開發銀行業務發展和機構建設取
得的進展，同意支持新開發銀行繼續
擴大業務規模，推動非洲區域中心和
美洲區域辦公室盡快投入運營，並就
吸收新成員問題進一步開展工作。會
議認為，PPP是促進基礎設施融資有效
途徑，同意進一步加強知識分享和經
驗交流，並探討開展 PPP 合作的其他
具體方式。會議通過了金磚國家 PPP
和基礎設施工作組任務大綱，並同意
將更新後的《金磚國家 PPP 良好實
踐》提交到金磚國家領導人的約翰內
斯堡會議。

鞏固G20平台地位
劉昆表示，在當前全球經濟不確定不

穩定因素上升的背景下，金磚各方應加
強在G20框架下的政策溝通，堅定支持
經濟全球化和多邊主義，旗幟鮮明地反
對單邊主義和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密
切關注發達國家貨幣政策調整給新興市
場國家帶來的流動性壓力，推動發達國
家採取負責任的經濟政策，維護金磚國
家共同利益，推動G20布宜諾斯艾利斯
峰會取得務實成果，鞏固G20作為國際
經濟合作主要平台的地位。同時，中方
願與各成員國一道，落實新開發銀行第
三屆理事會年會對銀行未來發展作出的
規劃，為金磚國家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
國家、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實現可持續
發展提供有力支持。中方還期待與金磚
各國進一步加強PPP知識共享和經驗交
流，探討開展金磚國家PPP合作示範項
目，促進PPP在金磚國家的推廣。
此外，本次會議期間還召開了新開發銀

行董事會，批准了中國洛陽城市軌道交通
一號線建設項目和南非開發銀行溫室氣體
減排和能源領域發展項目。截至目前，新
開發銀行共批准23個貸款項目，貸款承諾
總額達57.14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1日上
午9時38分許，來自加拿大的100噸波士
頓活龍蝦搭乘波音747貨運專機，經過17
個小時的飛行降落在長沙黃花國際機場。
這標誌着湖南首條定期洲際全貨機航
線——長沙-北美定期洲際全貨機航線首
航成功。
據介紹，這條航線由波音747-400F貨機

執飛，主要路線為長沙-美國芝加哥-加拿
大哈利法克斯-長沙，航班載量為100噸。
首航於7月19日凌晨3時（當地時刻）在
哈利法克斯啟程，首班來程產品為波士頓
活龍蝦。航線開通後，每周將有3班包機
往返於長沙與北美之間，今後將逐步增加
生蠔、三文魚、帝王蟹、雪蟹、藍蟹、黃
道蟹、金槍魚等國外優質海鮮品類進口。
據悉，在長沙黃花國際機場落地後，

來程海鮮產品將分撥到長沙及北京、上

海、廣州、深圳、海口、成都等城市，
其中部分海鮮產品會在長沙黃花綜保區
暫養池內暫養分揀、加工包裝。返程包
機以服裝、電子產品、機械設備、跨境
電商的貨物為主，其中優質「湖南製
造」產品佔90%以上，主要運往美國芝

加哥及附近區域。
此次長沙-北美定期洲際全貨機航線開

通後，將大大縮短湖南與北美之間的貨物
運輸時間，為時效和服務要求較高的國際
國內貨物搭建直達北美城市的航空貨運快
速通道。

長沙-北美全貨機航線首航成功

■劉昆出席會議並發言。 網上圖片

■長沙-北美定期洲際全貨機航線首航圓滿成功。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道）中

美貿易戰不斷升級，服裝是最受影響行業之一。

如何在貿易戰中轉型升級成為中國企業當務之

急。深圳內衣美國展銷中心近日在中美國際（美

東）創業港——默特爾比奇（Myrtle Beach）市的

Waccamaw Center揭牌，旨在打造中國內衣海

外展銷基地，開拓美國市場，培育產業孵化平

台。一場以深圳內衣企業為主角的內衣展示會也

將於美國當地時間23日在紐約舉行。

深圳市內衣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
書長張峰偉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電話採訪時表示，深圳內衣企業通過輸出
國產品牌、幫助中國留學生在美創業、助
力企業直接對接採購商免中間環節等三項
措施應對貿易戰。
張峰偉介紹，目前，深圳年產各類內衣

8.5億件，產值450多億元人民幣（下同，
約合港幣逾522億元），約佔中國整體市
場份額的18%。其中，外銷比例佔20%，
出口創匯達20億美元。近幾年來，在安莉
芳、都市麗人等大牌帶動下，中國內衣品
牌正在崛起，以時尚之都深圳的品牌為
例，其鮮明的個性特徵、時尚的設計元
素、以及符合消費者的品牌定位，讓深圳

內衣品牌具有前所未有的張力和創新力。

設立美國展銷中心
張峰偉認為，深圳市內衣行業協會多年來

一直推動企業向高端附加值轉型，而不是做
代工。「希望能夠把深圳的內衣品牌拓展到
美國市場。」他介紹，徵收關稅之後，代工
的內衣企業幾乎沒有利潤。通過最近三年的
考察，在關鍵節點促成深圳內衣美國展銷中
心的設立，當地政府非常歡迎深圳內衣企業
去當地投產，在揭牌儀式上美方還邀請了專
業的貿易合作夥伴。「請了100多家貿易
商，現場來了近200家。」他介紹，現場反
響不錯，有貿易商洽談合作。未來究竟是做
自主品牌，還是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自主設計製造商），現在就
是投石問路。
深圳內衣美國展銷中心承載了三個功

能，也是深圳內衣協會幫助企業應對貿易
戰的舉措。張峰偉表示，展銷中心將成為
深圳內衣品牌向美國市場拓展的平台。默
特爾比奇是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一個海濱
旅遊勝地，在這裡能夠向全美國的中高收
入群體展示中國內衣的魅力。

催生品牌孵化中心
其次，展銷中心可以成為品牌孵化中

心，在美國孵化一些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品
牌，但又符合當地需求。「在美的中國留
學生非常渴望創業，他們比較了解美國文

化，行業協會可以提供產業鏈及生產指
導。「直接把中國品牌賣到美國會水土不
服，而在當地註冊的品牌，肯定比國內品
牌直接輸入美國要更符合市場需要。」張
峰偉認為。
在貿易戰的不利外部環境下，深圳內衣

企業更為看重的是能夠直接面對採購商，
省去中間環節。當地時間23日將在紐約舉
行深圳內衣企業展示會，20多家企業參
展，屆時將邀請全美的採購商直接對接中
國內衣企業。「梅西百貨（美國連鎖百貨
公司）的採購商也會去。」張峰偉說，過
去內衣外銷的中間環節比較多，現在美國
徵收高關稅，只有減少中間環節，才能夠
有利潤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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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內衣企業三招應對貿易戰深圳內衣企業三招應對貿易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 深

圳報道）由深圳市內衣行業協會、
美國3W公司共同成立的深圳內衣
美國展銷中心，是中國內衣行業近
代史上首家以行業集群為代表的展
銷中心。揭牌儀式現場，中外內衣
超模還演繹了一場安莉芳、都市麗
人、Gourami 歌娜美、茜施爾等品
牌內衣時尚大秀，贏得在場美國民
眾和華人華僑的陣陣掌聲。「此舉
不僅讓我們了解國外的行業時尚，
更重要的是讓美國時尚界了解並走
近東方文化和時尚，希望我們的產
品和東方時尚能夠花開美利堅。」
張峰偉說。
「在中美貿易戰的關鍵節點

上，來自中國的內衣展銷中心在
默特爾比奇這個濱海旅遊勝地開
業，當地媒體也非常關注。」 張
峰偉說，今年協會組織企業赴美
兩項重要活動，一個是美國展銷
中心揭牌，展銷中心展示了近百
家企業的產品，另外一個是參加
美國紐約的一個服裝展，協會有
20多家企業參展。
據了解，深圳市內衣行業協會曾

經連續三年考察默特爾比奇市，與
美國3W公司進行洽談合作，經過
對 中 美 國 際 美 東 創 業 港
（Waccamaw Center）的考察研
究，最終決定在這裡設立深圳內衣

美國展銷中心。「初衷是將中國內衣產業鏈
條與國際時尚直接接軌，希望更多的品牌以
及國外時尚力量能夠更近距離地了解中國內
衣產業、了解中國內衣時尚。」張峰偉說。
深圳市經濟貿易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高

林表示，深圳內衣美國展銷中心的落地，希
望把深圳時尚產業推廣到美國主流社會，讓
更多消費者知道「深圳內衣」區域品牌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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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內衣行業協會在美設立深圳內衣深圳市內衣行業協會在美設立深圳內衣
美國展銷中心美國展銷中心。。圖為圖為44月月1919日日，，20182018NiceNice
inin魅力東方中國國際內衣創意設計大賽總決魅力東方中國國際內衣創意設計大賽總決
賽在深圳會展中心舉行現場賽在深圳會展中心舉行現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深圳內衣美國展銷中心。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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