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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新關稅無豁免美新關稅無豁免 沃爾瑪恐漲價沃爾瑪恐漲價
零售界：短期無法改供應鏈 最終美消費者受苦

知情人士透露，美國官方解釋說，
之所以未提供豁免辦法，是因為

企業有超過3個月的時間，在明年1月
稅率調升到25%之前，先將供應鏈轉移
到中國以外地區。

促免零售企和消費者關稅
因為相關計劃尚未公開，知情人士要

求不具名透露消息。他們表示，目前不
清楚明年關稅再調升之後，美國政府是
否會開始提供豁免。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言人表示，目

前沒有關於豁免辦法的事項宣佈。
美國業者表示，特朗普和北京的貿易紛
爭使得不確定性和成本升高；而今傳出沒
有豁免辦法，可能讓業者更感壓力。
包括全國零售聯盟在內的業界組織敦
促政府免除企業和消費者的進口關稅。
全國零售聯盟供應鏈和關稅政策副總監
Jonathan Gold表示：「企業沒辦法準
時移轉供應鏈，就算不用花好幾年，也
得花好幾個月，才能找到符合所有零售
商需求的新供應商。」
「這些關稅會不公平地懲罰美國企
業，最終苦的是美國消費者。」

食品飲料等價格將受影響
另一方面，沃爾瑪在兩周前寫信給美
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指出，若特朗普政府
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關稅，沃爾瑪產品
可能會漲價。沃爾瑪在信中表示，關稅
將影響食品、飲料、個人護理用品等各
類商品價格。
沃爾瑪證實曾發出這封信，並在寄給
路透社的聲明中敦促，兩國應尋求解決
方案。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沒有及時對此發
表回應。
沃爾瑪在信中寫道：「身為美國最大
零售商及美國製成品主要買家，我們非
常擔心加徵關稅會對我們的業務、顧
客、供應商及美國整體經濟帶來影
響。」
美國上一輪是對中國價值500億美元
的商品加徵25%關稅，北京同步反制，
宣佈對美國商品加徵關稅。根據針對
500億美元中國商品關稅措施生效時間
的不同，白宮允許企業在10月9日和
12月18日前申請豁免。提出申請的企
業必須說明其產品是否只能從中國取
得、對中國加徵關稅是否會對公司或美
國利益造成嚴重的經濟傷害、商品是否
具有戰略重要性等。美國企業目前提出
約1,700件豁免申請和相關評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彭博社、路透社及中央社報道，多名

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和先前幾輪加徵關稅時的做法不

同，特朗普政府24日將開始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

加徵10%關稅，美國企業豁免辦法卻未就緒，這讓美國企業

倍感壓力。零售界稱，這些關稅會不公平地懲罰美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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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mart）去信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警告超市

產品可能會漲價，食品、飲料、個人護理用品等各類商品價

格將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環球
時報》及路透社報道，路透社
近日對70名經濟學者展開一
項調查，詢問他們對美國總統
特朗普升級對華貿易爭端的看
法。所有調查對象都認為，這
是糟糕的經濟政策。這些經濟
學者一致認為，本來近期美國
經濟發展態勢向好，但貿易爭
端會給美國帶來經濟下行風
險。

致下次美經濟衰退提前
美國銀行全球經濟部門負

責人哈里斯認為，雖然引發
痛苦的時點非常難以預測，
但如果一味增加關稅，就會
引發市場糾正。他說：「我
們正處於貿易爭端從小煩惱
變成重大擔憂的過渡期，它
終究會影響到投資計劃。」
TD證券高級經濟學家奧蘭多
稱，貿易爭端緊張態勢加上
財政政策的不確定性會讓經
濟前景蒙上陰雲。
路透社說，當被問到可能

導致下次經濟衰退提前到來
的因素時，大約五分之三的
學者認為是美聯儲升息步伐
快於當前預期。20%以上的
受訪者將貿易爭端列為可能
導致下次美國經濟衰退提前
的首要原因。

貝萊德：美長期未必贏
全球最大資產經理公司貝萊

德CEO芬克周四表示，短期
內美國是美中貿易戰的「大贏
家」，但長期而言未必如此。
芬克在雅虎財經的第二屆

「所有市場峰會」中表示，
目前美國在貿易戰中是佔主
導地位的一方，因為強勢美
元對美國企業有利。這推升
了美股，而其他地方的股市
則下跌。
不過芬克表示，長期來看，

貿易緊張情勢將對美國造成傷
害，因為它將導致更多非美國
企業擴大與中國的商貿關係。
芬克也表示，不認為人民幣

會很快成為首選的全球性貨
幣，即使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
易保護政策長期而言可能有利
於中國。

芬克還稱，他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感到擔
憂：「世界可能在經濟上不那麼安全。」
芬克稱，短期而言，儘管全球存在貿易擔

憂和政治不穩定性，但美股可能仍會延續出
色的表現。
「我其實並不擔心是否會下挫。市場自

2009年以來持續上漲，」他說。「看看當
前的市場，就會發現在減稅和經濟增長支持
下，企業獲利巨幅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針對美方宣佈對中國價
值2,000億美元輸美產品加徵關稅等做
法，俄各界近日表示，美國破壞自由貿
易的舉動不但不利於全球貿易市場穩定
發展，還將傷及自身利益。
據中新社報道，俄科學院遠東所高級

研究員安娜斯塔西亞說，美國加徵關稅
的做法是「破壞性的」、「影響了遊戲
規則」，不利於全球貿易市場的穩定發
展。

破壞市場規則不可接受
俄羅斯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高

級研究員丘弗林認為，破壞市場規則的
行為不可接受。美國領導者習慣用「零

和博弈」的思維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
這是錯誤的。美國破壞市場行為，將惡
化全球貿易環境，沒有一個國家會成為
贏家。
俄工業企業家聯合會副秘書長巴卡列

夫說，考慮到中美間貿易體量巨大，美
國若不能改變當前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從長遠來看，美國自身利益必將受到損
害。

「帶路」金磚等框架助拓市
安娜斯塔西亞認為，中國領導人提

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開放和自
由的」，維護了當前多邊貿易體系，
為所有國家實現互利合作提供了良好

平台。同時「一帶一路」也為受中美
貿易摩擦影響的中國企業提供了新的
市場。
巴卡列夫指出，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對

中國出口的帶動作用越來越強。在上
合、金磚、東盟等組織框架下，中國都
能找到廣大市場。相信中國很快能找到
符合自身情況的應對方式。
丘弗林說，美國相關做法難以影響中

國國內經濟發展。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對
出口的依賴度有所下降。憑藉完善的基
礎設施，中國仍是各國大型公司、企業
進行全球化佈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
型跨國企業不會輕易從中國轉移。未來
中國國內經濟仍然將保持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華
盛頓時間20日晚間在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
上表示，合作是中美兩國唯一正確的選擇，
也是雙方對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所在。
據中新社報道，當晚，中國駐美國大使館
舉行僑學界專場招待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69周年。在美華僑華人、留學生和中
資企業代表等600餘人出席。

呼籲拿出智慧 共探相處之道
崔天凱在致辭中表示，中國始終從維護中
美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致力推動中美
關係健康穩定持續發展。中美分別作為世界
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同
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合作是兩國唯
一正確的選擇，也是雙方對國際社會的共同
責任所在。
崔天凱說，中美兩國歷史文化、社會制
度、發展階段不同，存在差別和分歧是正常

的。雙方需要不斷加深了解，培育互信，促
進合作，防止誤判。「中國的發展為人類社
會和平與發展事業開闢了更加光明的前景，
給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
遇。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任何人都不可能
否認。」
崔天凱稱，只要中美雙方堅持把兩國人民

的福祉放在首位，拿出應有的智慧和勇氣，
就能超越歷史的舊模式，共同探索出一條不
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
國相處之道。
崔天凱表示，長期以來，旅美僑胞始終心

繫祖（籍）國發展，堅定推進祖（籍）國統
一大業，致力促進中美各領域交流合作，在
中美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架起友誼與合作的
橋樑。希望大家堅持做中美關係的參與者、
建設者、推動者，繼續為中美關係健康穩定
發展，繼續為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偉業作
出重要而獨特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據德國《商報》報
道，美國企業預計最遲將在4年內開
始 向 德 國 供 應 液 化 天 然 氣
（LNG），並將挑戰目前佔德國
LNG進口六成的俄羅斯，但這想法
已遭到德方的拒絕。
德國方面稱，從經濟角度來看，
購買美國LNG不僅不划算，而且也
無法為該國提供能源安全保障，因
此德國不太可能放棄俄羅斯LNG而
轉購美國LNG。
具體來說，首先，德國沒有購買

美國LNG的必要基礎設施，而投
巨資建設未必能帶來經濟效益；其
次，德國計劃到 2050 年全面停用
化石能源，如今與俄國合作，將通
過俄國「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
購買到更便宜能源，故再投資建設
新的 LNG 基礎設施的可能性不
大。
至於特朗普曾抨擊德國過度依賴

俄羅斯天然氣，德方表示，俄羅斯
的LNG供應僅佔德國能源需求的
6%，所以根本談不上依賴。

俄德新管道展開工作
據英國《金融時報》援引俄羅斯
國有天然氣公司首席執行官稱， 通
往歐洲的「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
目前在德國Lubmin地區的海域已經
展開初步工作。儘管遭到歐盟部分
曾有過的強烈反對，但德俄仍然堅
持推進這一項目。「北溪2號」建
成後，將和已經運營的「北溪 1
號」一起運行，兩條管道的總輸氣
量將達到1,100億立方米。
由於地理位置因素及價格優勢，

俄羅斯一直是歐盟國天然氣最主要
的來源，進口佔比達到了39%。如
果俄羅斯天然氣以更低的價格賣給
歐盟，那美國只能眼睜睜地看着歐
盟再次投向俄羅斯的懷抱了。

中國駐美大使：
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確選擇

美終將損自身利益美終將損自身利益 華必找到替代市場華必找到替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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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與俄合作 拒美LNG

■■美國年初向洗衣機採取關稅美國年初向洗衣機採取關稅
措施措施，，已導致大多數在中國製已導致大多數在中國製
造的進口洗衣機大幅漲價造的進口洗衣機大幅漲價。。

法新社法新社

■■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加徵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加徵
關稅關稅，，沃爾瑪致信警告恐沃爾瑪致信警告恐
漲價漲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美高端智庫近日在華盛頓和芝加哥兩地就中美高端智庫近日在華盛頓和芝加哥兩地就
中美經貿摩擦進行深入對話中美經貿摩擦進行深入對話。。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