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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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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經貿磋商歷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美或開啟新一輪貿易磋商。中
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透露，中方已經收到美方貿

第1輪 5月3日至4日

中美在北京就共同
關心的經貿問題進行了坦誠、高效、富有建設性
的討論。雙方在有些領域達成了一些共識，但在
一些問題上還存在較大分歧。

易磋商的邀請，並對此持歡迎態度。目前，雙方團隊正在就一些具體細節
進行溝通。高峰強調，美方不顧廣大業界、消費者的呼聲，不斷釋放可能
導致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消息，這種訛詐施壓的做法對中方不起作用，也

第2輪 5月17日至18日

中美在華盛頓就貿
易問題進行了建設性磋商。雙方同意，將採取有
效措施實質性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

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希望雙方通過平等、誠信的對話與磋商使中美經貿關
係重回正常軌道。

第3輪 6月2日至3日

中美在北京釣魚台
國賓館就兩國經貿問題進行磋商。雙方就落實兩
國在華盛頓的共識，在農業、能源等多個領域進
行了良好溝通，取得了積極的、具體的進展。

第4輪 8月22日至23日

中美在華盛頓就兩
國經貿問題進行副部級磋商。雙方進行了建設
性、坦誠的交流，同意就下一步安排保持接觸。

■中美或開啟新一輪貿易
磋商。圖為江蘇張家港貨
櫃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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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邀請 中美或啟新輪磋商
中方回應關稅升級威脅：美訛詐施壓做法不起作用

報道，美國財長姆努欽
據《華爾街日報》
率領的團隊最近向中國副總理劉鶴率

領的團隊發出邀請，提議召開新一輪貿易談
判。美方建議在幾星期內召開，希望中方派
部長級代表與會。消息指，談判有可能在華
盛頓或北京舉行。

貿戰升級不利雙方
高峰昨日在京證實了上述消息。他表示，中
方已經收到美方的邀請，並對此持歡迎態度。
貿易衝突升級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目前，
雙方團隊正在就一些具體細節進行溝通。
近幾個月以來，美國政府頻繁揮舞貿易
保護主義大棒，繼宣佈對進口鋼鋁產品和約
500 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後，又先後威
脅對 2,000 億美元及 2,670 億美元（共 4,600
多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美方不顧廣大業界、消費者的呼聲，
不斷釋放可能導致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消
息，這種訛詐、施壓的做法對中方不起作
用，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高峰說，希
望美方順應民意，採取務實舉措，通過平
等、誠信的對話與磋商使中美經貿關係重回
正常軌道。
自今年 3 月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

級，但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反而不斷擴大。海
關統計顯示，前 8 個月，中國對美貿易順差
擴大 7.7%。其中，8月當月，中國對美出口
增速 13.2%，進口增速 2.3%，貿易順差上
升到創紀錄的310億美元。

關稅不能解決問題
對此，高峰表示，美國的貿易逆差與美
國儲蓄率低、美元儲備貨幣地位、美國實施
對華出口管制等原因有關，同時也由市場需
求決定。今年前 8 個月，中國對美國出口增
速較快，主要是受到美國國內市場需求增加
等因素的影響，可能也存在部分中企因擔心
關稅政策，提前搶出口因素。
「美方應認識到，採取加徵關稅的單邊主
義措施不能解決問題。中方也不願意看到，
中美雙邊貿易良好的發展勢頭，因美方的單
邊保護主義措施而受到削弱。」高峰說。
此外，針對外媒報道的美國政府可能以
制裁所謂「盜竊美國知識產權」行為凍結中
國企業在美資產，高峰回應稱，不清楚消息
是否準確。但希望美方能夠客觀公正地對待
中企在美的商業活動，不要捕風捉影，為推
行貿易保護主義尋借口，避免使包括中企在
內的各國企業對美國的營商環境失信心。

高峰稱，當前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
仍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推動與有關
國家的自貿區建設，是中國擴大對外開放、
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重要內容。中方願與
更多有意願的國家探討建設自由貿易區，積
極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截至目前，中國已與 25 個國家和地區達
成了 17 個自貿協定，自貿夥伴遍及歐洲、
亞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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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韓保高增幅 高技術產業領跑
商務部數據顯示，1 至 8 月，主要投資來
源地中，新加坡、韓國、日本、英國、美
國、澳門地區對華實際投入金額同比分別增
長 17.2% 、 56.9% 、 33.4% 、 151.7% 、
23.6%和 73.1%；東盟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
比增長 27.2%；「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比
增長26.3%。

80 多家美國行業
協會當地時間 12 日
宣佈聯合成立支持
自由貿易美國人聯盟，並與支持自由
貿易農場主聯盟共同發起反對美國政
府對進口產品加徵關稅的全國性游說
行動。

&

發佈「貿戰傷情」耗數百萬美元

中國前 8 月新設外企倍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
國商務部昨日發佈最新中國外商直接投資
（FDI）數據。前 8 個月全國新設外商投資
企業 41,331 家，同比增 102.7%，實際使用
外資 5,604.3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2.3%
（折合 865 億美元，同比增長 6.1%），保
持穩定增長。主要投資來源地對華投資保持
較高增幅，其中英國對華實際投入金額同比
大增151.7%。

全美逾 80 行會聯盟
發起反關稅游說

從行業看，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1,721.2億
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7%，佔比30.7%。高
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6.6%，佔比
達21.9%。高技術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562.6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9.2%。

投資「帶路」推進 遏非理性見效
對外投資方面，1 至 8 月，中國境內投資
者共對全球 153 個國家和地區的 4,309 家境
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
投資 740.9 億美元，同比增長 7.8%。其中，
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合作
積極推進。1 至 8 月，對「一帶一路」沿線
的 55 個國家有新增投資，合計 95.8 億美
元，同比增長12%。
同時，對外投資行業結構持續優化，非理
性投資得到有效遏制。1至8月，房地產業、
體育和娛樂業對外投資沒有新增項目。

這項名為「關稅傷害美國腹地」的
游說行動將耗資數百萬美元，通過市
政廳活動、基層宣傳、社交媒體、數
字廣告等多種形式講述加徵關稅對美
國企業、農民、工人和家庭造成的傷
害。
據組織方介紹，反對加徵關稅的具
體游說活動將於下周在賓夕法尼亞
州、俄亥俄州等地陸續展開，同時未
來兩個月將在美國中部腹地的關鍵社
區舉辦更多活動。
組織方專門設立了名為「關稅之
傷」的網站，通過互動地圖的形式方

便讀者迅速找到美國各州因為加徵關
稅而造成就業損失、投資推遲、物價
上漲等不利後果的故事。

涵蓋數十行業 包括零售能源等
參加支持自由貿易美國人聯盟的行
業協會非常廣泛，涵蓋種植業、林
業、漁業、能源、零售、化工、機械
製造、服裝鞋帽、交通運輸、網絡與
信息技術、商貿服務等數十個行業。
支持自由貿易美國人聯盟當天還致
信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瑞安和民主黨
領袖佩洛西，呼籲國會議員支持行
動，並敦促國會發揮對貿易政策的監
督作用，防止已加徵的關稅和提議加
徵的更多關稅對美國工人、消費者和
家庭造成進一步傷害。
上周，美國 150 家行業協會也聯合
致信美國貿易代表，呼籲不要對更多
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並警告加徵
關稅將嚴重破壞全球供應鏈，傷害美
國企業和消費者利益。
■新華社

美行會高層齊發聲
■ 美國全國零售商聯合會會長謝伊：美國經濟中的各個行業都會在貿
易戰中遭受損失。
■ 零售業領導協會會長肯尼迪：關稅是對美國家庭的徵稅。
■ 美國玩具協會會長帕謝爾布：貿易戰是錯誤的做法。
■ 美國服裝鞋襪業聯合會會長黑爾芬拜：美國消費者應盡早添置冬季保
暖衣物，因為等待他們的將是「一個漫長、沉悶和苦澀的關稅季」。
■ 美國全國漁業學會會長康納利：美國海鮮出口商正感受到貿易戰的
疼痛，其他國家對美國海鮮產品採取的反制措施已造成該行業就業
損失。
資料來源：新華社

逾六成在華美企受美關稅衝擊

華推進 12 個自貿協定談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
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昨日在京表示，中
國正在與 27 個國家進行 12 個自貿協定談判
或升級談判，主要包括《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CEP）、中日韓、中國—挪
威、中國—斯里蘭卡、中國—以色列、中
國—韓國自貿協定第二階段、中國—巴基斯
坦自貿協定第二階段談判，以及中國—新加
坡、中國—新西蘭自貿協定升級談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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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外電報
道，根據美國商界游說團體日
前針對數百家企業進行的調查
結果顯示，在中國的美企已受
到美國關稅所衝擊，他們不得
不敦促特朗普政府重新考慮相
關做法。

壓縮獲利增加成本

該份由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和上海美國商
會 （AmCham Shanghai） 共
同進行的調查指出，關稅使美
國公司承受「明顯且影響深
遠」的負面衝擊。
逾 60%的受訪美商表示，
美國關稅已影響到他們的商業
運作；相同比例的受訪者也
說，中國被迫反制，對美國商
品加徵的關稅對他們的業務造
成影響。受訪的企業認為，關
稅不但壓縮獲利、還降低市場
需求及增加生產成本。
約 75%受訪企業表示，對
額外的 2,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
加徵關稅將進一步傷害企業；
近70%受訪企業也說，中國被
迫反制額外加徵的報復性關稅
同樣不利商業運作。

籲特朗普改弦更張

上海美國商會主席鄭藝表
示：「這項調查結果證實了我
們的疑慮，即關稅已對美企造
成負面影響，而擬議中的
2,000 億美元關稅，將帶來更
多痛苦。」
他說：「如果幾乎半數的美
企都預期美國下輪關稅將帶來
非常負面的影響，那麼美國政
府就是在傷害他們應予協助的
企業。」鄭藝強調，美商支持
特朗普總統力求重設美中貿易
關係，「但我們認為政府應以
其他方式進行，而非不分青紅
皂白，大舉開徵關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