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行等三大機構籲重振多邊貿易體系

A9 中中 美美 貿 易 戰貿 易 戰■責任編輯：裴軍運

2018年10月2日（星期二）

20182018年年1010月月22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8年10月2日（星期二）

供應鏈從中國移走絕非易事
美企業界學界：中國產品無可替代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美國政府對約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

商品加徵10%關稅後，一些美國政客和分析人士稱，企業可能會考慮將

其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來。但美國很多企業人士和專家學者則表示，美加

徵關稅的確會導致供應鏈面臨挑戰，但考慮到中國的比較優勢、成熟的供

應鏈體系和市場規律，產業鏈要從中國移走絕非易事。

「對許多被加徵關稅的產品來說，中國
是美國進口的唯一來源，」美國全

國零售商聯合會發言人貝薩妮．埃洛霍爾特
對記者說，「並不存在（這些產品）可替代
的其他產地。」
對轉移供應鏈的說法，埃洛霍爾特認為
「並非那麼簡單」。她分析說，企業的生產
和採購決定通常提前數月甚至數年作出，並
非常依賴複雜的供應鏈。如果不從中國進
口，零售商和其他進口商很難快速切換回美
國採購，「因為這種規模的國內採購並不存
在」。
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全國零售商聯合會是世
界上最大的零售貿易協會，代表了美國百貨
商店、家庭用品和專門用品商店、批發商、
連鎖餐館以及來自美國和45個國家和地區
的電商等。
此外，美國150家行業協會近期也聯合致
信美國貿易代表說，全球供應鏈非常複雜，
美國企業通常需要花費多年時間才能找到滿
足生產標準、規模和成本要求的合作夥伴，
美國政府「高估」了美國企業轉移供應鏈和
尋找出口替代市場的能力。

中國是電子產品供應基地
美國眾多行業協會的「不易觀」得到很多
企業回應。「燦爛」公司就是其中一員。對

於這家生產智能家居設備的美國初創公司來
說，美政府「第二波」對中國輸美商品加稅
的時機不能再糟糕了。
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燦爛」公司花費3

年時間，研製了一款替代普通照明開關的智
能開關。但就在這款美國設計、中國製造的
新品發佈之際，關稅來了。公司首席執行官
阿倫．埃邁很無奈：新品要麼推遲發佈，要
麼漲價50%。
「燦爛」的設備有700多個組件，其中大
部分來自中國。對於「轉移供應鏈」的說
法，埃邁說：「整個供應鏈都以中國為基
地，所以即便我們搬遷，也仍需在中國採購
零部件，然後將其出口到其他地方。」
《紐約時報》援引埃邁的話說：「離開中

國不僅僅是成本問題，還是個可能性問
題。」該報評論說：「中國擁有可靠的工人
來源，他們知道如何從事工廠工作。中國擁
有可靠的公路和鐵路線，將供應商與裝配廠
連接到港口。」
埃邁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發表的

文章說：「『燦爛』在中國製造，因為那裡
是電子產品供應鏈所在地，那裡提供了獨一
無二的兼具品質與成本優勢的結合體。」

供應鏈凝聚企業極大心血
美國智庫專家從更深層次解讀了「埃邁

們」的所思所想。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
所高級研究員瑪麗．洛夫利在接受記者專訪
時指出「優勢」與「成本」兩個因素。
她認為，加徵關稅是極大挑戰，一些公司
會有轉移的打算和行動。但轉移供應鏈是
「昂貴的」，中國的優勢以及供應鏈遷移成

本，是很多外國企業必須考慮的因素。
洛夫利認為，首先，很多企業無法轉移供

應鏈，是因為他們的產品要在中國製造。其
次，許多供應鏈是由美國監管機構認證的，
因此無法立刻轉移。再次，轉移供應鏈至少
需要數年，但美國政府貿易政策的連續性目

前尚不可知。
曾擔任過多家大公司高管的美利堅大學科

戈德商學院教授羅伯特．西齊納對記者說，
供應鏈的建立凝聚了企業極大心血，擾亂供
應鏈會產生負面衝擊，並且，企業就算轉移
供應鏈也不會選擇移向美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
貿易組織9月30日聯合發佈報告，

呼籲各經濟體繼續推動全球貿易一
體化改革，重振多邊貿易體系，以
更好適應現代世界經濟形勢發展變

化的需要。
這份題為《重振貿易和包容性增

長》的報告說，二戰結束以來，開
放的貿易在提高人類生活水平、減
少貧困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發達
經濟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的關稅水平都已大幅下降。一個不
斷深化、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貿易
體系帶來了更多的開放、透明和穩
定。
報告指出，全球貿易一體化改革

仍有許多工作尚未完成，特別是全
球經濟在信息技術、電子商務、服
務等新領域的根本性變化尚未在全
球貿易政策中得到體現。同時，全
球價值鏈和中間品貿易的興起要求
各經濟體加強監管合作、促進貿易
和投資便利化。
此外，在農村經濟、小企業、女
性經濟賦權等方面，貿易相關的改
革對實現更加包容性的增長也將發

揮重要作用。
報告強調，多邊貿易合作在高度
互聯、多極化的全球經濟格局中日
益重要，電子商務等許多重要貿易
議題都是全球性的，只能在世貿組
織的框架內解決。繼續推動全球貿
易一體化要吸取過去近20年來世貿
組織談判的經驗，採取更加靈活的
談判方式，既吸引多樣化、有代表
性的成員參加，也要確保對所有世
貿組織成員開放和增強多邊貿易體
系。繼續擴大全球貿易開放將有利
於進一步促進競爭、提高生產率和
生活水平。
世貿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當天在

一份聲明中說，許多世貿組織成員
都認識到貿易政策的許多領域必須
改善，以適應各經濟體和民眾不斷
變化的需求，這份報告有助於促進
相關討論來重振全球貿易體系和讓
所有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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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我不認為貿易戰會產
生贏家。」加拿大中國問題專家、加中貿易理事會總裁向
峰（Graham Shantz）日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接受記者
專訪時如是說。向峰直言，設置關稅壁壘之舉對企業、產
品貿易產生負面影響，對相關國家的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
響，進而肯定會對全球經濟產生負面影響，「而這是不幸
的」。
在美國四處挑起的貿易戰中，鄰國加拿大也成為關稅壁
壘所針對的對象之一。有輿論認為，貿易摩擦可能令加拿
大產品有更多機會進入中國及亞太市場。但向峰說：「我
不會為貿易戰帶來的短暫的出口增長而感到寬慰。」「貿
易戰只會讓大家都變得更差。」他說。
在分析美國挑起貿易戰的深層原因時，向峰認為，這折
射了北美及歐洲社會的一種思潮，在過去的15至20年
裡，他們沒有變得更富裕，並產生某種挫折感，這在政治
上導致民粹主義抬頭。因此，一些政治人物以創造更好的
國內經濟發展機會的名義，在對外貿易上設置越來越高的
壁壘。「但很不幸，這會造成降低全球經濟增長的影
響。」

渥太華得名於「貿易」詞彙
成立於1978年的加中貿易理事會是致力於推動加中兩

國間商貿投資合作的商業協會。
說到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曾在中國留學及工
作的向峰認為，這是今天的中國擁有更大的經濟影響力的
體現，也反映了中國帶動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共同發展的
願望。
「我們需要貿易，需要開放的國際貿易。」向峰舉例
說，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得名於原住民詞彙，本意就是「貿
易」。他認為，從歷史觀點來看，貨物和人員的自由流動
對於今天各個大國的發展仍有着關鍵作用。
向峰認為，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的經濟體處於貿易摩擦

中，對全球經濟來說絕非好事。他相信，二戰之後形成的
全球貿易規則對於推動全球經濟增長與繁榮仍至關重要。
向峰希望，貿易爭端問題可以在雙邊機制，或諸如世貿組
織等多邊框架內討論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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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日本央行1日發佈的9月份全國企業
短期經濟觀測調查（日銀短觀）顯示，由於自然災害及美國貿易保護
政策的負面影響，日本大型企業信心指數下降1點至21點，其中，大
型製造業企業信心指數下降2點至19點，連續3個季度惡化。
調查顯示，在大型製造業企業中，石油煤炭製品行業的信心指數

比6月份大幅下降18點，非鐵金屬行業下降8點，鋼鐵行業下降2
點。大型製造業企業信心指數在2017年12月達到25點，創11年來
新高，此後已連續3個季度惡化。
數據還顯示，大型非製造業企業信心指數為22點，比上次調查下

降2點，時隔2年首次出現惡化。主要是因為自然災害影響運輸和郵
政行業，導致訪日外國人顯著減少，進而影響住宿和餐飲服務業。
今夏日本西部暴雨引發洪水、颱風「飛燕」重創列島、北海道遭

遇強烈地震，導致工廠停工、物流中斷、原材料漲價，加上美國在
貿易政策方面的繼續強硬姿態，日本企業開始擔憂近幾年一直溫和
復甦的日本經濟將陷入停滯。
本次調查於8月27日至9月28日實施，共有近萬家企業給出了有
效回答。

日製造業信心連續3季惡化

「中國立場」順大勢擔正義行正道
中 國

所 以 是
中 國 ，
首 先 因
為 有 自

己的特色和堅守，自己的價值觀和
立場。拿對外交往為例，對非洲兄
弟，中國「真實親誠」；對周邊國
家，中國「親誠惠容」；對所有國
家，中國強調「互利共贏」。

對經貿合作，尤其中美經貿合
作，中國的立場同樣是明確的、一
貫的、堅定的。
《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

方立場 》白皮書，將這一立場概括
為八個「堅定」。所謂「堅定」，
就是「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
南北風」。所謂「堅定」，就是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
山」。你儘管反覆無常，我自心有
定數。
從底線上講，對國家尊嚴和核心

利益，中國堅定維護。對於貿易
戰，中國態度就一句話：不願打、
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這種堅
定，因為民族骨氣，源於國家底

氣。中國有強大的經濟韌性和廣闊
的市場空間，有勤勞智慧、眾志成
城的中國人民，有國際上一切反對
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的
國家支持，中國有信心、有決心、
有能力應對各種風險挑戰。
從誠意上講，對中美經貿關係健

康發展，中國堅定推進。歷史、現
實和未來，已經正在並將繼續證
明：中美和則兩利，鬥則俱傷，雙
方保持經貿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符
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世界人
民共同利益。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
體，中美經貿摩擦事關全球經濟穩
定與繁榮，事關世界和平與發展。
從責任上講，對多邊貿易體制，

中國堅定維護並推動改革完善。國
際貿易需要「基石」，全球貿易健
康有序發展需要「支柱」。而這一
「基石」和「支柱」，就是以世界
貿易組織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
從事實上講，對產權和知識產

權，中國堅定保護。出於多種目
的，美國大張旗鼓宣揚，中國對知
識產權「保護不力」、「強制技術
轉讓」。這完全是對事實的歪曲，

是以保護知識產權之名，行貿易保
護主義之實。事實上，中國高度重
視知識產權保護，將其作為完善產
權保護制度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中
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審理知識產權案
件尤其是專利案件最多的國家。
從承諾上講，對外商在華合法權

益，中國堅定保護。2017年，中國
吸引外商投資1,363億美元，居世界
第二位。而截至2017年，美國累計
在華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約6.8萬家。
中國對外商，尤其對美國企業為何
有着如此巨大吸引力？這緣於中國
市場的海量商業機會，也得益於中
國堅定保護外商在華合法權益，跨
國公司分享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
機遇。
從方向上講，對改革和開放，中

國堅定深化和擴大。改革開放是中
國的基本國策，深化改革、擴大開
放是寫進了十九大報告裡的。中國
改革的方向不會逆轉，只會不斷深
化。中國願與世界各國分享中國發
展新機遇。
從合作上講，對與其他發達國家

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互利共贏合

作，中國堅定促進。今年以來，中
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海合作組
織青島峰會、中國歐盟領導人會
晤、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
議、中拉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等
主場外交，中國和各方無不互利共
贏。
從志向上講，對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中國堅定推動。中國有大志
向，除了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
復興，中國還願「為世界謀大
同」。以共建「一帶一路」為實踐
平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符合中華民族歷來秉持的天下大同
理念，符合中國人懷柔遠人、和諧
萬邦的天下觀，贏得國際讚譽。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中國倡議，寫
進了聯合國文件。
中國的八個「堅定」，順大勢、

擔正義、行正道。「堅定」是民族
定力，也是國家信用。一個有定力
和信用的國度，值得世界信賴。希
望美國的成熟政治家們，認清「中
國立場」，客觀全面認識中美經貿
關係，及時糾正不當行為，最終能
夠回歸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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