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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將視美行動作反制
美或對華新一輪加徵關稅美或對華新一輪加徵關稅 商務部促勿一意孤行商務部促勿一意孤行

香港文匯報訊 在當前全球
不同理念和力量的競爭中，素
以領銜國際治理為己任的歐洲
正面臨難題。作為歐盟帶頭人
之一，法國總統馬克龍最近在
外交上頻頻發力，特別是8月
底在法國駐外使節會議上發表
主旨講話，推崇多邊主義，顯
示出法國正奮力想帶領歐盟擺
脫被動處境。
馬克龍表示，國際多邊主義

與歐盟的發展如今遭遇「前所
未有的危機」，美國特朗普政
府單邊主義根深蒂固，法、
德、歐盟首腦赴美溝通，他刻
意與特朗普建立私交都於事無
補。特朗普不能容忍歐洲與美
國交往中「刮了美國油」，既
不放鬆對歐盟貿易戰，還力逼
北約中的歐洲成員補足經費，
錙銖必較地向歐洲討還經濟利
益。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在「國際

銳評」專欄評論文章指出，在
全球治理方面，馬克龍認為，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具有
穩定某些地區的優點和全球化

視角」，法國將以「追求平衡、
維護自身利益與世界觀」的原
則，與中國進行「建設性、有
要求、有信心」的對話。他
堅持歐盟一體化的高標準發
展目標，力求歐洲擁有獨立
戰略與榜樣地位，反對歐盟
中的分散傾向，推動歐盟改
革與互助。
文章還指出，在拉住德國共

行的同時，馬克龍外交行動頻
繁，正在遍訪歐盟28國中的14
個成員國，對丹麥進行了36年
來首次元首訪問，意在消除其
對歐盟發展的消極情緒，獲得
對自己振興歐盟計劃的更多支
持。
可以確信的是，為擺脫被動

處境，推進多邊主義正成為法
國和歐洲外交行動中上升的內
容。中歐也正就維護國際多邊
體系與合理規則加強交流與合
作，力圖在國際關係良性發展
方面做出積極貢獻。文章最後
指出，中歐之間應加強相互信
任與理解，採取更多相向而行
的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道）中
美貿易戰愈演愈烈，中國製造業受影響頗深，只
好紛紛主動出擊尋找機遇。深圳服裝、珠寶、鐘
錶、內衣等七大時尚產業抱團出海，下周將首次
亮相倫敦時裝周。深圳市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貿
易投資促進部副部長思魯表示，這是深圳時尚產
業首次抱團赴海外參展，有利於加速拓展深圳時
尚產業的國外市場，展示深派時尚產業優勢。此
外，看中英國全球領先的設計實力，多家企業計
劃在英設計創新設計中心，開啟「中國製造+英
國設計」模式。
倫敦時裝周將於本月14日至19日舉辦，深圳
時尚產業的50家企業以「科技與品牌融合」的
主題亮相，將舉辦3場時尚秀、2場推介會、3場
一對一洽談會，涉及行業包括原創服裝、智能穿
戴、內衣、珠寶、鐘錶、皮革、眼鏡7大深圳優
勢時尚產業。
思魯表示，英國倫敦時裝周組委會對深圳是
商業組團參展非常期待，「科技與品牌融合」主
題展已經被納入官方日程。截至目前，預約到場
的對接企業預計將超過150家，郵件確認的時尚
買手也預計有200人至300人。參展企業方面，
深圳企業非常踴躍，50家的參展名額遠無法滿

足業界需求。「如果反響很好，今後將在精品展
的基礎上，在海外設立精品館，展示深圳時尚企
業的產品，搭建海外長期合作平台，有效幫助深
圳企業在海外落地。」

設海外展銷中心全球合作
在中美貿易戰大背景下，深圳內衣行業逆勢

出擊，今年7月在美國默特爾比奇市成立深圳內
衣美國展銷中心，培育產業孵化平台。深圳市內
衣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張峰偉表示，英
國世行產業尤其是原創設計、品牌潮流引領方面

全球領先，英國和深圳企業有着很大的合作空
間。他介紹，有多家內衣企業有意在倫敦設立展
銷中心，並與當地設計師合作，推出「中國製
造+英國設計」合作新模式，打入歐美市場。
「此次倫敦時裝周，企業的對接客戶不是大採

購集團，而是小而美的設計師品牌。」張峰偉透
露，英國設計師也非常看好深圳內衣企業的製
造、研發實力雄厚，雙方有意從幾百、幾千件訂
單開始合作，走高端、定制路線。他相信，深圳
企業能夠與客戶嘗試開拓更多海外合作的新模
式。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華爾街日
報》及彭博報道，美國人口調查與
統計局華盛頓時間5日公佈最新數
據，美國貿易逆差7月增加9.5%，
達501億美元，增幅創3年多以來
新高。其中，美方公佈說，貿易逆
差的最大來源國為中國，達368億
美元。

料特朗普關稅立場難緩和
報道指出，隸屬於商務部轄下的
人口調查與統計局上午公佈最新數
字，相信美國總統特朗普看了很難
開心。統計數字顯示，美中貿易逆
差並未因關稅措施而有所緩解，分
析多認為，這更難讓特朗普在關稅
上採取緩和的立場。
特朗普一向對美國的貿易逆差看不
順眼，他不斷藉關稅手段，企圖與貿
易夥伴達成更公平的貿易。然而，美
國7月的貨品與服務貿易逆差總計達
501億美元，與6月的457億美元相
較，增幅達9.5%，增幅是2015年3
月以來新高。
彭博引述德意志銀行經濟學家張智
威與熊毅在一份報告裡指出，由於
2,000億美元的中國貨品範圍更廣，
新一波關稅對美國的邊際副作用可能

會升高，對中國的邊際損害
可能下降。兩人寫道：「在美
國11月期中選舉前的這幾個
月，中國可能採取觀望策略。就
我們的觀點，中國有十足理由採行
這類策略，貿易戰很快也會讓美國痛
到。」兩人預期，若美中未達成貿易
協議，中國下半年的國內生產毛額
（GDP）成長率為6.5%，2019年放緩
為6.3%。
另一篇彭博專文指出，美中貿易

戰已讓部分美國企業成了輸家，業
者表示希望美中能趕快達成協議。

美逆差增幅三年新高
專家：貿戰副作用料升

深圳時尚產業下周亮相倫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美國對華新一輪加徵關稅或將臨近。對此，中國商務部新聞發

言人高峰昨日在京指出，中美副部級磋商結束後，雙方工作層仍在繼續保持接觸和溝通。但若美方不顧

反對，對華採取任何新的加徵關稅措施，中方將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反制措施。他同時強調，中國從不刻

意追求貿易順差，無論是貨物還是服務貿易，中國市場的潛力仍將進一步釋放，將以更大力度的市場開

放，促進貿易平衡發展。

央
廣
電
：
中
歐
維
護
多
邊
主
義
有
共
同
語
言

美國對華2,000億美元商品徵稅公眾
諮詢期當地時間6日即將結束，儘

管有超過九成的公眾參與者對這一舉措
表示反對，但不少外媒消息稱，美國總
統特朗普或將繼續推進這一計劃。
對此，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

昨日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一段時間以
來，美方嚴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不斷
出台單邊措施，使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
級，既損害了中美兩國企業和消費者的
利益，也損害了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的
安全。如果美方不顧徵求意見中絕大多
數企業的反對，一意孤行，對華採取任
何新的加徵關稅措施，中方將不得不作
出必要反制。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當地時間7月10
日公佈將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
額外加徵10%關稅。該份清單囊括了數
百種食品以及香煙、煤炭、化學製品、
輪胎、貓狗糧和包括電視機元件在內等
消費者電子產品，還包括服裝、電視零
件和冰箱等消費品以及其他科技產品。
隨後，中方於上月3日公佈了反制措

施，採取數量型與質量型結合的辦法，
對原產於美國約600億美元商品，加徵
25%、20%、10%、5%不等的關稅。其
中，對美加徵25%關稅的商品涵蓋牛羊

肉、咖啡、果汁等食品以及化妝品、紡
織品等；對美加徵20%關稅的商品涵蓋
部分機械、鋼鐵等品類；對汽車零部
件、醫療器械等加徵5%關稅。

商務部：任何施壓措施於中國無效
高峰昨日再次重申，任何施壓措施對

於中國都是無理、無效的。貿易戰解決
不了任何問題，只有平等、誠信的對話
和磋商才是解決中美貿易摩擦的正確選
擇。同時，中方將密切關注加徵關稅帶
來的各種影響，採取有力措施幫助在華
經營的中外資企業克服困難。中方有信
心、有能力、有辦法維護中國經濟平穩
健康發展。
值得關注的是，中美貿易戰至今，美

方最為關注的貿易逆差問題並沒有得到
緩解，反而愈演愈烈。據美國人口調查
與統計局昨日公佈的最新數據，美國貿
易逆差7月增加9.5%，達501億美元，增
幅創3年多以來新高。其中，貿易逆差的
最大來源國為中國，達368億美元。
針對貿易不平衡問題，高峰昨日強

調，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無論
是貨物還是服務貿易，中國市場的潛力
仍將進一步釋放。中方將繼續努力提高
貿易便利化水平，以更大力度的市場開

放，促進貿易平衡發展。

專家：報復性關稅擾亂貿易流動
彭博則引述皮爾龐特證券公司首席經

濟學家史坦利表示，關稅或報復性關稅
會擾亂貿易流動。貿易逆差或因美國經
濟穩健復甦，為滿足強勁的國內需求，
從國外進口因此增加。
此外，高峰透露，中美上月在華盛頓

舉行副部級磋商後，雙方工作層仍在繼
續保持接觸和溝通，就彼此關心的問題
交換意見，致力於解決中美經貿問題。
路透社報道則指出，特朗普昨日在白宮
稱，「我們將持續與中國談判，只是現
在我們還不能作出協議。」
外界分析普遍認為，中美貿易逆差並

未因關稅措施而有所緩解，這更難讓特
朗普在關稅上採取緩和的立場。

■SIUF國際內
衣超模選秀大會
由中國（深圳）
國際品牌內衣展
主辦，內衣超模
姜貝貝領銜美國
Magic Show。

香港文滙報
深圳傳真

■可口可樂在華存在一系列有違反壟斷法及不正當競
爭法行為。 資料圖片

十大反壟斷典型案公佈十大反壟斷典型案公佈 四美企巨頭上榜四美企巨頭上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昨日，由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和廣東省政府聯合主辦的2018
市場監督管理論壇在廣州召開，當日，在中國《反壟
斷法》出台10周年之際，市場監管總局正式發佈中國
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行政執法十大典型案件。美國
四大企業巨頭可口可樂、高通、陶氏化學、杜邦由於
在華存在的一系列有違反壟斷法及不正當競爭法行
為，未通過中國反壟斷機構審查，案件位居榜單前四
位。

禁可口可樂併購華企
2008年9月，可口可樂宣佈以總價約179.2億元港幣
收購匯源果汁所有股份，引發市場強烈反應。不過，由

於未通過中國反壟斷法審查，該起重磅收購終
止。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在昨日的發

佈會上表示，該併
購將

損害匯源果汁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具有排除、限制競爭
效果，因此依法禁止此項經營者集中。「該案是《反壟
斷法》實施後首個被禁止的案件，也是唯一被禁止的外
國企業收購中國企業案件，促進了果汁行業的健康發
展，具有里程碑意義。」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相關負責人
表示。
除了可口可樂，另外三家美國企業也位列榜單前列。

其中，2015年的高通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高通
公司因不公平高價、搭售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條件等行
為，被處罰60.88億元人民幣，位列榜單第三位。另
外，2017年4月，中國反壟斷機構與歐盟、美國、南非
等多國執法機構進行交流合作，附條件批准了陶氏化學
和杜邦合併。該案除了位居十大典型案例第四位之外，
也被歐美認為是「雙邊合作的典範。」榜單中，還包括
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多種形式案例，包括糾正對山
西、遼寧等12省市區政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
制競爭行為、因山西電力價格壟斷而首次

對大型國企開出罰單等。

■■中方於上月中方於上月33日公佈的反制措施日公佈的反制措施，，對原產於美國約對原產於美國約600600億美元商品億美元商品，，加徵加徵
2525%%、、2020%%、、1010%%、、55%%不等的關稅不等的關稅。。其中其中，，對美加徵對美加徵2525%%關稅的商品涵蓋關稅的商品涵蓋
紡織品紡織品。。圖為美國紡織業出口到中國的紡織品圖為美國紡織業出口到中國的紡織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