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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言關稅加碼揚言關稅加碼 特朗普耍七傷拳特朗普耍七傷拳
擬第三波對逾擬第三波對逾22萬億元華貨加稅萬億元華貨加稅 美股市應聲下跌美股市應聲下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中國海關總署昨日發佈今年前8個月外貿
進出口數據。前8月，中國貨物貿易進出
口總值19.4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增長9.1%，貿易順差收窄31.3%。其
中，中美雙邊貿易額達2.67萬億元，同比
增長 5.9%，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擴大
7.7%。分析師指出，因中美貿易摩擦導致
貿易提前發生，出口暫未明顯惡化；進口
料下半年持續優異。在出口承壓、進口較
強的條件下，中國的貿易順差未來可能將
持續保持在低位，對GDP的拉動作用邊際
減弱。從經常項目對匯率的影響看，貿易

順差的減少會引起人民幣的貶值壓力。

對「帶路」沿線外貿增速高於整體
按國別來看，中國對歐盟、美國、東盟

和日本等主要市場進出口均增長，對「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速高於整體。
中美貿易方面，前8個月，中美貿易總值
為2.67萬億元，增長5.9%，佔中國外貿總
值的13.7%。其中，中國對美國出口1.96
萬億元，增長6.5%；自美國進口7,141.3
億元，增長4.4%；對美貿易順差1.24萬億
元，擴大7.7%。
出口方面，機電產品出口增長，傳統勞

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下降。前8個月，中國
機電產品出口6.01萬億元，增長7%，佔
出口總值的58.2%。其中，電器及電子產
品出口2.64萬億元，增長7.8%；機械設備
1.82萬億元，增長8.5%。進口方面，原
油、天然氣等商品進口量增加，大豆進口
量減少，大宗商品進口均價漲跌互現。

下半年增基建投資有望觸底反彈
8月當月，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

2.71萬億元，增長 12.7%。其中，出口
1.44萬億元，增長7.9%，前值為6%；進
口 1.27 萬億元，增長 18.8%，前值為

20%；貿易順差 1,797.5 億元，收窄
34.2%。
華泰證券首席宏觀研究員李超分析指

出，雖然美國正式生效對華160億美元商
品的加徵關稅計劃，中國同時執行反制措
施，繼續對貿易產生負面影響。但中美貿
易摩擦導致貿易提前發生，出口增速並非
發生較大波動。進口方面，今年下半年基
建投資力度加大，增速有望觸底反彈，預
計將拉動鐵礦石等製造業基礎原材料的進
口，加之11月還將召開進口博覽會，預計
將繼續帶動進口，進一步優化中國全球貿
易佈局。

提前交易避貿戰 中美貿易額升5.9%
「我們對企

業在華投資前
景仍然十分看

好，中國一直是我們最重要的市
場。」第二十屆中國國際投資貿
易洽談會於昨日開幕，儘管全球
投資增長面臨很多不確定性，但
前來參會的多位跨國公司高管、
商業領袖仍對中國市場信心不
減，對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帶來的
新機遇高度關注，對中國投資環
境綜合優勢表示認可。

美商會報告：再投資預算升
華南美國商會（下稱美商會）

哈利．賽亞丁在前日的新聞發佈
會上，引述該商會上半年發佈的
《2018年華南地區經濟情況特別
報告》指出，根據該會在2003
年的調查顯示，只有不到23%的
受訪企業在華為當地市場生產商
品及提供服務，而在2017年的
調查顯示，該比例已經上升至
73.3%。越來越多外資企業正深
度參與到中國市場中來。
哈利．賽亞丁介紹，美商會會

員企業2018年在華再投資預算
額預計增長近12%，約為140億
美元。大多數受訪成員企業表示
利潤都將用於拓展業務及提升市
場份額，而且用於再投資的利潤
將超過企業的直接投資金額。

緊貼市場變化 企業產業升級
在跨國公司和國際商會組織看

來，中國市場的吸引力來自消費
升級下的龐大市場潛力，來自於產業轉型
與優化中迸發的新機遇，來自於接連落地
的開放舉措帶來的營商環境。一些跨國公
司關注着中國產業轉型和動能轉換的進
程，希望在新業態的浪潮中定位自己的方
向。
飛利浦照明（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大中

華區副總裁楊麗莉表示，飛利浦看好中國
智慧城市的發展，希望物聯網照明的新技
術和服務領域能涉及到中國智慧城市建設
的各個層面。
全球肉製品深加工行業規模最大的企業

之一，歐喜集團中國區副總裁、首席財務
官呂勇表示，未來該集團將加強企業內部
的產業轉型和升級換代，積極去尋找中國
新業態、新產業的投資機會，調整自己的
投資和發展方向。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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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前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美
國埃克森美孚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伍德
倫。埃克森美孚公司此次同中方商談了100億美
元（約合781億港元）獨資石化項目落戶廣東事
宜。
李克強表示，中美雙向投資健康發展不僅

有利於雙方，也有助於世界經濟穩定發展和
國際貿易增長。希望包括埃克森美孚在內的
外國企業抓住機遇，按照市場規則和商業原
則同中方開展合作，更好實現互利共贏。
李克強指出，中方將進一步放寬市場准

入，對中外企業一視同仁，更好保護知識產
權，不斷優化營商環境，為外國企業來華投

資提供更多便利，繼續成為外國投資的熱
土。希望包括埃克森美孚在內的美國企業積
極擴大對華投資，同時發出客觀公正的聲
音，推動外界積極理性看待中國改革開放和
發展。
伍德倫表示，埃克森美孚公司同中國有着長

期合作關係。我們讚賞中國政府近期出台的一
系列擴大開放、優化營商環境、保護知識產權
等舉措，這不僅有助於中國實現自身發展目
標，也將為包括埃克森美孚公司在內的各國企
業在華開展合作提供廣闊機遇。我們的發展目
標同中方發展規劃有很多契合之處，對有關合
作項目的成功抱有信心，願以世界一流技術助
力中國製造，開展長期合作。

埃克森美孚來京 商781億元石化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昨
日開幕的第二十屆中國投資貿易洽談會上，逐
步升級的中美貿易戰，成為輿論廣泛關注話
題。經合組織（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全球關係主管Andrea Goldstein在出席
投洽會期間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美國發動的貿易戰，正在挑戰全球經濟格局和
秩序。他呼籲中美雙方進一步和平溝通協商以
改善雙方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共同構建國際
經濟新秩序。
Andrea Goldstein指，「雖然我們均認同，中

美貿易不對等格局需要改善或者盡可能減少，但

並不代表我們認可特朗普發動和升級貿易戰。」
Andrea Goldstein表示，「以貿易戰形式解決貿
易不平等，絕對不是最科學、最有效的辦法，甚
至也不可能對中美貿易和經濟有任何利好。」
Andrea Goldstein稱，中國一直以來的發展和

變化，贏得了全球矚目，尤其隨着中國世界領
導力的增強，中國發展過程中存在和帶來的問
題，亦日益被中國的領導人關注。Andrea Gold-
stein十分讚賞中國就此作出的努力，「尤其中
國領導人致力於解決和改善中美關係，不僅有
利於中美之間的溝通和中美關係的發展，同樣
也符合了公眾的期待」。

經合組織高層：中美交好利建經濟秩序

■責任編輯：謝宗興 ■版面設計：房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據外電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華盛頓時間7日

稱，已準備好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進口關稅。他還警告，準備另

對2,670億美元（約合20,854億港元）的中國產品徵稅。中國外貿領域專家指

出，特朗普的言論是其增加美方談判籌碼的一種手段。若對所有進口自中國

的商品都徵收關稅，美國自己也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此外，德意志銀

行一份報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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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根據「301調查」，第一波對中國價值500
億美元的產品加徵25%關稅已全數生效，第

二波對中國價值2,000億美元產品加徵10%關稅，
已於9月6日走完聽取民意的法定程序。目前，全
球都在等待特朗普是否執行該項關稅計劃的決定。

第二波2千億美元可能很快實施
據路透社報道，特朗普當日在空軍一號上回答記
者詢問時表示，「我們討論的2,000億美元（中國
商品徵稅措施）可能很快會實施，要看他們的表
現。在某種程度上，這取決於中國。」
特朗普還放言，「我不想這麼說，但在此之後，
如果我希望，已經準備好很快對另外價值2,670億
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這會讓等式的兩邊
發生改變。」

專家指威脅為增籌碼
對此，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
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特朗普
關於2,670億美元商品言論威脅成分更大，是其增
加美方談判籌碼的一種手段。事實上，越到後面美
國徵稅自己所要付出的代價非常大。如果美國對所
有進口自中國的商品都徵收關稅，勢必無法避免美
國消費品的漲價，增加普通消費者的生活成本；另
一方面，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有60%都是在中國的
美資企業所生產。
另據彭博社引述瑞銀分析師Arend Kapteyn的報
告指出，如果美國總統特朗普真的再對2,000億美
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美國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可
能會增加442個基點，這是1971年以來從未有的情
形。如果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導致中美貿易全部
中招，那麼關稅將回到上世紀40年代的水平。從

歷史角度來看，這是一
場注碼非常高的
賭博。
因為特朗

普 的 相 關 言
論，美股7日收
黑，道瓊斯工業
指 數 終 場 下 跌
79.33 點 ， 收 在
25,916.54 點；標準普
爾500指數下跌6.37點，收
在2,871.68點。以科技股為
主的納斯達克指數下跌
20.183 點 ， 收 在 7,902.543
點。

挫美競爭力 蘋果勸收手
路透社報道，蘋果公司（Apple Inc）表示，

特朗普若加徵關稅，受到影響貨品涵蓋Apple
Watch和AirPods等蘋果產品。蘋果在給美國政
府的信函中指出：「我們對這些關稅的關切
是，美國將受到最重打擊，將導致美國的成長
和競爭力降低，同時對美國消費者而言，物價
將會上漲。」
此前，中國財政部前日發文稱，為完善出口退

稅政策，自2018年9月15日起對機電、文化等
產品提高增值稅出口退稅率。同時，海關總署表
示，埃塞俄比亞輸華大豆可正式向中國出口。白
明指出，上述舉措將有助於中國在中美貿易戰中
獲得主動。此外，中國也可以加強與歐盟、印
度、日本等其他貿易夥伴的合作，在WTO規則
範圍內，聯合反制美國的貿易單邊主義。

■特朗普日前稱，已準備好對價值2
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進口關稅。
圖為安徽一家工廠在縫製美國國旗。

資料圖片

■美股三大指數因特朗普關稅加碼
的言論而全線下跌。 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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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 GoldsteinAndrea Goldstein指指，，貿易戰不貿易戰不
可能對中美貿易和經濟有任何利可能對中美貿易和經濟有任何利
好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