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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美國在加劇中美貿易

摩擦方面越走越遠。據外媒報

道，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北京時

間8日正式公佈了針對160億美

元中國商品加徵 25%關稅清

單，包括279項商品，將從8月

23日開始徵稅。新清單較此前

減少了5項，美方對此解釋為相

關商品加徵關稅「可能對經濟造

成嚴重傷害」。對此，中國商務

部昨日回應稱，為維護自身正當

權益和多邊貿易體制，中方不得

不作出必要反制，決定對160億

美元自美進口產品加徵25%的

關稅，並與美方同步實施。

中美同步對中美同步對160160億美元貨加稅億美元貨加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亞特蘭大聯
邦儲備銀行當地時間7日發佈的調查顯示，關稅擔憂

正迫使部分美國企業重新評估、推遲或放棄現有的投
資計劃。
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當天公佈的7月份「商業不確定

性調查」顯示，由於擔心美國政府對進口商品加徵更多關
稅和遭到貿易夥伴的關稅報復，約兩成的美國企業正重新評

估其投資計劃。
調查還顯示，在這些重新評估投資計劃的企業中，67%的企

業正在評估2018年至2019年的投資計劃，31%的企業決定推遲
投資，9%的企業已放棄先前的投資計劃。

負面影響目前集中於製造業
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分析認為，美國政府對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將提

高美國企業的進口原材料成本，貿易夥伴的反制措施則會減少美國產品
出口，因此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令許多美國企業選擇推遲投資和觀望貿易
局勢的發展。

該機構指出，由於製造業屬於高度資本密集型行業，目前貿易摩擦對美
國企業投資的負面影響主要集中在製造業；但考慮到貿易緊張局勢可能進
一步升級，關稅擔憂對美國企業投資的負面影響可能繼續擴大。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下午在北戴河
會見來華正式訪問的第73屆聯合國大
會主席埃斯皮諾薩。李克強強調，聯
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都需要進行完
善和改革，但改革不是另起爐灶，要
在維護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基礎上進
行，在維護聯合國憲章以及自由貿易
等重大原則的前提下開展。
李克強表示，中國堅定維護聯合國
權威，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
核心作用，全面深入參與聯合國在政
治、經濟、社會、發展、維和等各領
域的工作，將繼續履行應盡的國際義
務，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
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李克強指出，當前國際形勢下，我
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多邊

主義的世界。各國應維護以規則為基
礎的國際秩序，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
旨和原則，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分
歧。維護世界貿易組織基本規則，堅
持並完善自由貿易體制，促進貿易和
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國際關係民
主化和法治化，反對保護主義。
埃斯皮諾薩表示，聯合國高度重視同

中國的關係。又表示自己作為第73屆聯
合國大會主席首次出訪就選擇中國，就
是看到中國在加強多邊主義方面發揮的
重要作用，以及支持聯合國工作所作的
巨大貢獻。聯合國願同中方以及世界各
國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促進在國際法和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
自由貿易，推動包容、惠及所有人的經
濟全球化，攜手應對挑戰，促進世界和
平穩定與發展繁榮。

北京時間8月8日，美國貿易代表
辦公室正式公佈對160億美元中

國商品加徵25%關稅清單。這是美國
總統特朗普就貿易問題向中國施壓的
最新舉措，此前美國已於上月對340
億美元進口自中國的商品加徵了25%
關稅。
此次加徵關稅清單主要包括中國的
電子產品、塑料製品、化學品和鐵路
設備等279項商品。美國貿易代表辦
公室曾表示，這些商品受益於旨在提
升中國高科技行業競爭力的「中國製
造2025」計劃。
與此前美方公佈的徵稅清單比較，
新清單剔除了聯運集裝箱、浮動船
塢，以及切分木材、骨頭和硬塑料的
切割機和切片機、超薄切片機和海藻

酸等5項商品。美方對此作出解釋，
指如對上述5項商品加徵關稅「可能
對經濟造成嚴重傷害」。

商會批關稅減美就業機會
分析指出，最新的這份160億美元

徵稅清單將對中國的半導體產品帶來
衝擊。據美國媒體報道，美國半導體
產業協會（SIA）對美國貿易代表辦公
室決定將該行業保留在課稅清單內表
示失望。
據了解，SIA曾在美方舉行的聽證
會上建議，從160億美元的清單中剔
除63億美元半導體產品。SIA在提交
的文件中表示，由於美國從中國進口
的大部分半導體產品，都是在美國設
計或製造，再運往中國進行測試和封

裝，因此，從中國進口半導體的統計
數據具有誤導性。
「關稅將削弱美國的技術領先地

位、導致工作機會流失並對美國半
導體產品消費者和美國半導體生產
商造成不利影響。」SIA在聲明中表
示。

美又將國內法凌駕國際法
對此，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昨晚

發表回應稱，美方決定自8月23日起
對16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徵25%
的關稅，又一次將國內法凌駕於國際
法之上，是十分無理的做法。中方為
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和多邊貿易體制，
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制，決定對160億
美元自美進口產品加徵25%的關稅，

並與美方同步實施。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昨日亦

發佈公告表示，經國務院批
准，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約
16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
關稅，自2018年8月23
日12時01分起實施。
新版清單根據有關
部 門 、 行 業 協
會、企業的意
見，為最大
限度保護國
內消費者
和企業利
益進行了
適 當 調
整。

貿戰陰霾籠罩
兩成美企重估投資

中方：不得不作必要反制 美憂損害經濟撤5項商品

美國

160億美元

284項

279項，包括
從中國進口的
電子產品、塑
料製品、化學
品和鐵路設備
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總額

原公佈
清單

實際徵
稅清單

中國

160億美元

114項

267項，主要包
括化工品、醫療設
備、能源產品等商
品，以及新增加軟
木廢料、動物毛廢
料、廢棉生產等。

加稅清單變動情況加稅清單變動情況

李克強晤聯大主席：改革國際組織非另起爐灶

����
�
���
����
����
����
����
����
����
����

����

����

�����

�����

�	3�3�'��1��9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前
出版的《福布斯》雜誌報
道，美國商務部長羅斯
（Wilbur Ross）曾採用
不當手段從投資者方面取
得最少1.2億美元（約合
9.42億港元）。報道說，
羅斯「可能是美國史上最
大的騙子之一」。羅斯回
應該雜誌稱，有關指控是
子虛烏有。
報道指，羅斯在進入特

朗普政府任商務部長前，是
私募股權企業羅斯公司
（WL Ross & Co. ）的老
闆；《福布斯》雜誌採訪了
21個熟悉羅斯的人後報道
說，受訪人指羅斯從他們身
上騙取的資金超過1.2億美
元。
羅斯公司的3個前任主

管表示，羅斯曾不適當

地收取客戶最少4,800萬
美元，而且全部裝進自
己的腰包。而1宗涉及上
述事宜的案件仍然在審
理中。羅斯回應該雜誌
稱，有關訴訟沒有法理
依據。美國商務部回應
稱，有關指控沒有根
據，也是舊聞。
另外，羅斯回應該雜

誌稱，美國證交會從未
對他採取執法行動。但
《福布斯》雜誌表示，
羅斯沒說美國證交會在
2016年對他的公司開的
230萬美元罰單。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引述Busi-
ness Review消息，繼上個月斯洛文尼
亞監管機構正式批准中國家電領導品牌
海信集團收購斯洛文尼亞白電製造商歌
爾（Gorenje）之後，這一收購計劃日
前得到歐盟委員會的批准。這兩家家用
電器製造商的合併將有效推動海信集團
全球化的進程。
歐盟委員會日前宣佈，經過全面調
查，歐盟認為海信收購歌爾沒有違反任
何國際法律法規，不會構成行業壟斷，
也不會引發行業惡性競爭，因此，歐盟
委員會宣佈批准這一收購交易。

歌爾有完整歐洲銷售體系
據早前斯洛文尼亞證券市場機構
ATVP公佈的信息顯示，此次海信成功
收購歌爾95.42%的股份。歌爾成立於
1950年，在廚電和洗衣機等產品方面
有較強的實力，品牌知名度較高，並在
歐洲擁有完整的銷售體系。
近年來，面對不斷加劇的市場競爭
壓力，歌爾的產品銷量開始出現不同程
度的下滑，僅2017年，該公司的淨利

潤便下降84%，一度面臨嚴重的生存
危機。在這樣的情況下，歌爾開始急於
尋找戰略合作夥伴。消息一經公佈，海
信、海爾、合肥美菱三家中國公司同時
向歌爾伸出了橄欖枝。
今年5月，海信正式提交收購意向，
願意以每股12歐元的價格發起收購。
這是繼2015年海信託管夏普北美業
務、2017年收購日本東芝電視之後又
一樁跨國收購。這一收購案於7月獲得
斯洛文尼亞國家監管機構的正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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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放行海信併購歐家電巨頭 福布斯：
美商務部長斂財逾9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國家海關總署昨日公佈
7月外貿進出口數據。統計顯示，以美元計價，中國7月出口同
比增長12.2%，進口同比增長27.3%，均超市場預期回升。貿易
賬方面，7月貿易順差縮窄至280.5億美元，較前值大幅下降
32.6%。其中，中國7月對美貿易順差為280.89億美元，繼續保
持在歷史較高水平。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蓋新哲分析
指出，從進出口穩健增長看，關稅衝擊效應尚不顯著。
海關統計顯示，以美元計價，中國7月出口同比增長12.2%，

預期10%，前值11.3%，小幅高於前值；進口同比增長27.3%，
預期16.5%，前值14.1%。進口增速幾乎是前值的兩倍。貿易順
差280.5億美元，預期389.2億美元，前值416.1億美元修正為
414.7億美元，環比大幅收窄逾30%。

美高端牌失靈 相關出口反升
美國對華約340億美元產品加徵25%關稅於7月6日正式生

效，7月作為關稅生效後的第一個月，外貿數據備受關注。中國
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蓋新哲對此分析指出，從進出口穩健
增長看，關稅衝擊效應尚不顯著。
蓋新哲表示，從對美總體出口來看，7月出口增速波動不大。7

月當月，中國對美出口同比增長11.2%，略低於6月增速的
12.5%，高於去年同期增速8.9%。從具體產品來看，美國關稅集
中於機械電子等高端產品，但中國相關產品7月出口增速不降反
升。7月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和機電產品出口分別增長12%、
12.2%，增速比6月回升0.5個百分點、1.3個百分點。
「從中國反制的領域來看，大豆關稅效果有所顯現，但總體自
美進口增速不降反升。7月中國大豆進口數量為800萬噸，比6月
減少70萬噸，比去年同期減少208萬噸。7月中國自美國總進口
增速達到11%，反而比6月回升了1.4個百分點。」蓋新哲說。

改稅號避壁壘 加稅作用有限
蓋新哲分析認為，關稅效應尚未顯現的原因有兩種可能。一是

部分企業和貿易商通過改變稅號等手段規避了關稅壁壘，或者跨
國公司內部貿易承擔加稅能力較強，使得關稅作用有限；二是由
於特朗普釋放了對華輸美2,000億美元產品加徵關稅的消息，各
方受此影響提前進出口。

■歌爾品牌知名度高，在歐洲擁有完
整的銷售體系。 網上圖片

■李克強在北戴河會見埃斯皮諾薩。 新華社

■■美國此次加徵關稅清單主要包括中國的電子產品美國此次加徵關稅清單主要包括中國的電子產品、、塑料製品塑料製品、、化學品和鐵路設化學品和鐵路設
備等備等279279項商品項商品。。圖為內地一家焊接機械人生產企業的工人在工作圖為內地一家焊接機械人生產企業的工人在工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羅斯羅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