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豆進口充裕 青睞南美出產
應對自美入口減少缺口 華積極拓展全球來源

中方對美進口農產品加稅清單
第一批 自7月6日起開始實施徵稅
共涉及517項農產品，主要包括大
豆、穀物、棉花、肉類、水產品、乳
製品、水果、堅果、威士忌酒和煙草
等。

第二批 擬從8月23日起實施徵稅
涉及387項農產品，主要包括生皮、
植物油、蔬菜、咖啡、可可製品等，
涵蓋絕大多數第一批未徵稅的農產
品。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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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廣電：警惕「美國黑洞」反噬全球經濟增長

韓俊指出，目前國內大豆的產需
缺口為9,000多萬噸，需要依

靠國際市場補充。美國是世界第一
大大豆生產國，產量在 1億噸左
右，但其國內消費量有限，一半左
右依賴出口國際市場。中國對美採
取反制措施，自美大豆進口會大幅
度下降。為防止產生聯動效應，增
加國內食品價格上漲壓力，有關部
門進行了周密充分的準備。如：積
極拓展大豆進口來源；通過調整飼
料配方減少豆粕用量，應用配製新
技術降低蛋白類原料需求，並增加
其他油籽和粕類進口，彌補豆粕缺
口；加大其他食用植物油供給力
度；完善大豆扶持政策，提高國產
大豆綜合生產能力等。

多元渠道規避貿易戰風險
多家糧企早已不將美國視為大豆
進口的唯一選擇，更多企業傾向於
進口渠道的多元化，從而規避貿易
摩擦等政策因素帶來的風險。
中國最大的糧企──中糧集團有
限公司黨組副書記、總裁于旭波表
示，作為進口大豆的主要用途，其
加工出豆油和豆粕均有較強的可替
代性，全球有比較充足的供應，減
少美國大豆進口的缺口可以通過從
其他國家和地區進口來彌補。
具體而言，全球植物油貿易量超
過8,000萬噸，豆油的供應缺口可通
過進口豆油、菜油、葵油等植物油
品種來滿足。豆粕方面，全球油料
和粕類貿易品種豐富、規模較大，
可以通過增加從南美等國家的大豆
進口；增加菜籽、葵籽等油料進
口；增加豆粕、菜粕、葵粕和魚粉
進口；增加肉類進口四方面的進口
來滿足中國國內豆粕需求缺口。
業內認為，從長期趨勢看，南
美、黑海等地區耕地資源有較大潛
力，可以在全球大豆供應體系中發
揮更大的作用。

中儲糧4月起未進美大豆
從中國儲備糧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中儲糧」）進口情況

來看，這一勢頭已非常明顯。
中儲糧鎮江油脂公司碼頭主管許

釗說，鎮江基地糧食碼頭自投入運
營以來，每個月有六七艘大豆貨輪
入港，主要來自巴西、美國、阿根
廷、烏拉圭等大豆生產國。今年中
美經貿摩擦以來，就再也沒有看到
一艘美國大豆貨輪開進港口了。
據透露，中儲糧自2018年4月以
來，未再新採購美國大豆，已轉而
全部採購以巴西、阿根廷、烏拉圭
為主的南美大豆。
中儲糧油脂公司數據顯示，其

2017年進口大豆26.2%來自巴西，
43.2%來自阿根廷、烏拉圭，30.6%
來自美國。該公司相關負責人表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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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進口量呈現穩定增長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16/17年

度，中國大豆進口量9,349萬噸。
其中，巴西佔48.5%，較三年前增
加1.7個百分點；美國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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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內專家認為，如果中美經貿摩

擦持續，我國對南美和「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大豆採購量可能進
一步增加，對美國大豆的依存度還
有可能進一步降低。巴西、阿根
廷、烏拉圭等南美國家幅員遼闊、
土地肥沃，是未來大豆增產的主要
力量。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
坦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豆
產量和出口量近年來增長較快，如
俄羅斯近 3年大豆出口增長達到
150%以上，這些國家土地資源充
足，具有較強的增產和出口潛力。
烏克蘭是世界第三大糧食出口國，
大豆年產量約400萬噸，一半以上
用於出口，去年出口到中國的不到
2,000噸。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現政府上台以來實施推
動的一些政策，恰如宇宙中一個個「黑洞」
天體，在人們看不見摸不着的黑暗視界裡，
用引力反噬掉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個個發光
點。退出伊核協議並恢復對伊朗的全面經濟
制裁，就是其中一個。

將致全球石油價上漲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

這一宛如「黑洞」的政策，對全球經濟增長
的「反噬」作用，可能要在11月5日後更
多顯現，屆時美國重啟對伊朗第二階段制裁
將波及伊朗能源業、石油交易和金融。華盛
頓已威脅要使伊朗石油出口降為零。作為伊
朗支柱產業，石油不僅每年為伊朗帶來
70%至80%的出口收入，對相關行業的帶

動作用也很大。美國的制裁對伊朗的負面影
響顯而易見。不僅如此，由於伊朗是石油輸
出國組織中第三大、全球第四大產油國，日
產250萬桶，滿足全球約3%的需求。美國
禁止伊朗出口石油，必定導致全球石油價格
上漲。
文章進一步指出，華盛頓發動的貿易戰，

無疑是另一個可能反噬全球經濟增長的「美
國黑洞」。分析人士說，全球經濟增長與貿
易緊密相連，特別是加徵關稅最終會影響到
全球貿易量和商業信心，將有可能導致滯脹
現象，即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存在，將
全球經濟拖入衰退邊緣。

貿易戰不亞於金融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警告說，全球經濟的

「好時光」不會持續。它預計2020年全球經
濟增長將比預期下行0.5%，即減少4,300億
美元的產出。世界銀行則在6月初一份報告中
斷言，貿易爭端升級對全球貿易的影響不亞
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而且發展中國家受害
最深，因為它們對主要經濟體發展的依存度
更高。

文章稱，無論是退出伊核協議、發動貿易
戰，還是退出《巴黎協定》、退出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等，華盛頓推行的一個個政策，印
證了本屆美國政府外交政策最大特點，那就
是「不確定性」。但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
體、影響力最大的超級強國，美國政府欠這
個世界一個大大的「確定性」。世界不需要
「美國黑洞」，因為它在瞬間會反噬掉所有
帶光的美好與繁榮。

「受中美貿易摩
擦升級影響，美國
農業受到衝擊是可
以預見的。」韓俊
說，「儘管美國白
宮和農業部宣佈將
實施最高120億美元
的農業補貼計劃，
但美國農民將可能

失去幾十年努力開拓的中國市場。」
7月19日，美國眾議院舉行的聽證會已反映
出美國農業各界人士對失去市場份額的擔憂。
美國大豆、穀物、乳品、肉類、水產品、水果
和堅果等行業組織在華經營多年才獲得如今的

市場份額。中國農產品市場競爭激烈，如果中
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其他競爭對手將佔據美
國失去的市場份額。
巴西農業部長馬吉日前已表示，巴西有能

力將大豆種植面積翻倍。韓俊對此表示，如果
中美爆發貿易戰，很多國家有意願、也完全有
能力取代美國在華農產品市場份額。如果其他
國家成為中國可靠的供應商，美國將很難重新
獲得市場。這正是美國農業界最擔心的。
韓俊說，積極擴大農產品進口，統籌利用
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一直以來都是
我國農業的基本政策。「今後，該出口的要盡
力出口，該進口的要主動進口，這是我們明確
的政策導向。」

韓俊：多國有意願取代美國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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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

「國是直通車」、新華社、經濟

日報消息，隨着中美貿易摩擦的

不斷升溫，中國大豆的未來進口

方向愈發被市場關注。農業農村

部市場預警專家委員會10日發佈2018年8月中國農產品供

需形勢分析，近期進口大豆到港量較充裕，國內商業庫存連

續多月處於歷史高位。受南美大豆升貼水連續上漲影響，進

口大豆成本保持高位，預計進口大豆到岸稅後均價中間價區

間每噸3,250元至3,450元，與上月估計區間一致。中央農

辦副主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指出，中國完全有能力應

對美國大豆進口減少的缺口。

◀為應對進口美大豆減少造成的缺口，中
國正積極拓展大豆進口來源。圖為江蘇南
通一港口正在卸貨從巴西進口的大豆產
品。 資料圖片

■韓俊 資料圖片

■河北省三河市一家糧油公司日前開始進口來自巴
西的大豆產品。 資料圖片

政府推出的終身年金計劃，首批銷
售總認購額 49億元，未達發行上限
100億元的一半。市民對年金計劃反應
冷淡，主要是回報率不够吸引、回本時
間長。政府應根據市場反應和意見，認
真檢討，重新設計年金計劃，包括提升
回報率、增加吸引力，放寬認購的年齡
限制，更好地發揮年金退休保障的作
用。

有「自製長俸」之意的年金計劃其
實是一個保險產品， 計劃7月5日推出
時，引起市場熱烈討論，政府一度表示
可將首批額度從100億元增加至200億
元。但認購結果出乎意料。中大亞太研
究所7月份所作的調查發現，港人認購
公共年金意慾較去年初計劃曝光時減
退，表示不會認購年金的受訪長者去年
僅39%，近日卻升至49%；支持年金
計劃的比率，由去年的66%跌至今年
的58%。實際情況與調查相符。雖然
年金公司認為，市場反應只是謹慎及冷
靜，而非冷淡，但只有不到1萬名長者
選購，顯示年金計劃大有可檢討之處。

有業界認為，政府為降低銷售成
本，將年金產品交予銀行銷售，雖然年
金公司做了30多場地區講座向公眾宣
傳，可惜並未能形成熾熱認購的效果。

加上銀行進入加息期，存款利率接近年
金的回報率，但存款不必如年金計劃要
「被綁」一個頗長時期，降低了年金的
吸引力。

年金計劃認購反應不如預期，最關
鍵是吸引力不足。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要鬥長命，認購人若未能活至可取
回本金時就離世，家屬取回的金錢低於
本金，若中途退保，只可取回約70%
本金；二是回報固定，不會跟隨通脹調
整；三是最多只能認購100萬元，對於
資產較多的長者，亦嫌年金不能提供更
多退休保障。

因此，要讓年金計劃惠及更多長
者，政府必須在市場推廣和產品改善上
認真檢討、加以完善：一是考慮因應通
脹調整每年的回報率，現時固定的最高
每月5,800元難敵通脹蠶食；二是考慮
提高投保上限至超過100萬元；三是考
慮降低認購者的年齡，由年輕時開始
供，早些享受終身保障，不用「鬥長
命」。

香港人口老化嚴重，未來10年將出
現「高齡海嘯」，政府需要推出更多長
者生活津貼、高額長者生活津貼、通脹
掛鈎債券及公共年金產品，為長者提供
多元化退休保障。

檢討年金計劃 提高吸引力
昨日，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為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舉

辦大型圖片展覽。特首林鄭月娥在開幕儀式上講話時表
示，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不單是「貢獻者」，
也是「受惠者」。40年來，香港一直以自己所長服務國家
所需，實現了與國家「同發展」、「共繁榮」。實踐證
明，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建設中，發揮獨特作
用，作出歷史性貢獻，亦造就香港的繁榮發展。改革開放
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國家發展始終需要香港，香港
應更積極參與新時代的改革開放，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幫助國家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實現高質量的創新發
展，續寫獅子山下發展新故事、繁榮新傳奇。

經過40年改革開放，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完成了
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飛躍。如今，中國
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製造大國和貨物貿易大
國，第一外匯儲備大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

國家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香港功不可沒。香
港一直都是國家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是引進外來資金、
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的主要渠道。深圳能夠創造「經濟奇
蹟」，就與毗鄰香港有重要關係。時至今日，香港仍是內
地最大的外資投資來源地，以及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最
佳跳板，亦是內地學習借鑒城市規劃、社會管理和公共服
務經驗的重要課堂，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仍發揮着難以
替代的重要作用。 過去40年，香港一直以自己所長服務國
家所需，為改革開放出力，並從中得益，也乘勢轉型，由
七八十年代的製造業中心，發展成為今天集國際金融、貿
易和航運中心於一身的國際大都會。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
由約3,900美元，顯著增加到約44,000美元，增長超過10

倍。
隨着國家不斷改革開放，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開展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
一系列開放市場的措施穩步推進，香港繼續成為國家金融
改革的「試驗田」，香港的窗口和橋樑角色沒有因為國家
的開放而被淡化，相反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人
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分享到更多國家發展的紅利。

改革開放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
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上指出，「中國進行改革開放，順應
了中國人民要發展、要創新、要美好生活的歷史要求，契
合了世界各國人民要發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時代潮
流。中國改革開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夠成功！」過去40
年，中國的發展成就是通過改革開放取得的，未來中國經
濟由「高速增長」轉型至「高質量」發展，要建設有中國
特色的現代化經濟，也必須通過改革開放來實現。

如今國家進入改革的深水區，要「啃硬骨頭」；國際貿
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抬頭，也令中國的改革開放面臨
嚴峻挑戰。在新的歷史時期，香港更要扮演好改革開放
「貢獻者」的角色，抓住內地自由貿易試驗區、粵港澳大
灣區和「一帶一路」的機遇，運用香港雄厚的科技基礎，
加強兩地創科合作，將大灣區打造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為
國家引進人才、技術和經驗，加快國家經濟發展、社會轉
型升級，更有效地應對內外挑戰。

國家保持繁榮昌盛，不僅是香港抵禦風浪、戰勝挑戰的
底氣所在，更為香港發展注入新動力，香港將繼續參與國
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扮演好「貢獻者」的角色，也
將繼續成為改革開放的「受惠者」。

助推改革開放 香港續當「貢獻者」「受惠者」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