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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元首下
周將舉行貿易
戰爆發以來的
首次會晤。外
電稱，美國總
統特朗普說，
已經準備好下
星期與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
會晤。他稱，

不排除屆時可以同中國達成協議，結束中美
貿易戰。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昨日亦透

露，中美元首本月初通電話後，即指示兩國經
貿團隊進行了密切接觸，雙方就各自關心的問題

進行了建設性討論，以推動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
受的方案。種種跡象顯示，即將登場的「習特會」

將有望為不斷升級的中美貿易戰帶來新的轉機。
今年初，美國為一己之私，挑起貿易戰，中美經貿關

係陷入近一年的劍拔弩張。中美合則兩利，鬥則兩傷。
本月1日，習近平主席應約同特朗普通電話。此後，中
美開始頻繁接觸尋求緩和。本月9日，第二輪中美外交
安全對話在美國華盛頓舉行。本月12日至19日，中美
兩軍在江蘇南京舉行人道主義救援減災聯合演練。近
日，中方批准「里根號」航母訪問香港。而此前，中方

曾一度拒絕美國軍艦的訪港請求。

基辛格訪京 稱艱難期已過
本月初，90多歲高齡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到訪

北京。據了解，這位中美建交功臣此行最後一站是到中
國國際友好聯絡會與陳元、唐聞生等老友會面。基辛格
表示，當今世界美中關係越來越重要，幾個月的艱難期
現已過去，唯有共事合作才能和平繁榮。兩國關係不可
能回到從前，也不會全面對抗，可以形成新的範式
（paradigm）呈現在世界面前。
當今的中美關係和國際大勢，早已與幾十年前中美建

交之時不可同日而語。如今，中美關係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而且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對華貿易摩擦
加劇，美國股市大幅跳水就是明證。在全球經濟不景，
新的增長乏力的今天，中美確實需要新的磨合與定位，
但絕不應再陷入新的「冷戰」。
特朗普曾多次表態，與習近平主席永遠是好朋友，要

推動中美建立更牢固的關係。中美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
利共贏。相信經此一役，美方的有識之士們，也應該更
加認清，關上門，只講「美國優先」，圍堵遏制，既不
會把中國打倒，更不會帶來新的增長。唯有開放合作，
共同做大蛋糕，才能共同走出低谷，而貿易談判更不能
只是一方的讓步，需要雙方平等磋商，互利誠信，才能
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國務院昨日正式對外發佈《關於支
持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化改革創新若干措
施的通知》，提出53項改革開放措施在
12個自貿區先行先試。其中，多項措施
擴大自貿區人民幣跨境使用業務範圍，
支持向境外機構和境外項目發放人民幣
貸款，擴大外匯衍生品交易範圍，還支
持自貿區內個人開展境外證券投資。央
行還表示，將在自貿區建設中積極擴大
金融業開放，下一步放鬆外資機構持股
比例、擴大外資業務範圍、取消准入和
資質限制等金融開放措施，將在自貿區
優先落地。
中國於2013年9月在上海設立了首個自
貿區，後又陸續批覆在廣東、天津、福
建、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

川、陝西、海南等地，共計建設12個自貿
區。在自貿區建設五周年之際，改革開放
措施再升級。

完善匯率機制 推進人幣國際化
此次國務院發文，從營造優良投資環

境、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推動金融創新
服務實體經濟、推進人力資源領域先行先
試等四方面提出53條措施，支持自貿試驗
區深化改革創新。其中涉及金融創新的措
施一共有12條，涵蓋保險、銀行、證券等
各個行業，主要是促進貿易便利化，為自
貿試驗區改革提供金融支持。同時，文件
在支持自貿區人民幣跨境業務發展方面提
出多項措施，並擴大了人民幣和外匯衍生
品交易範圍。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李建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表示，這些措施對推動人民幣的
跨境使用、資本項目開放、完善人民幣匯
率機制等都具有重大意義。
李建指出，過去，這些政策只能在少數

自貿區試行，此次推廣到全部自貿區，讓
各個自貿區都獲得自主權，根據實際情況
開展人民幣跨境業務，將培育更多市場主
體使用人民幣，完善人民幣雙向流通渠
道，擴大人民幣在「走出去」企業和境外
大型項目中的使用。亦有措施試點大宗商
品的人民幣定價，旨在擴大人民幣國際定
價權、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另外，允許個
人境外投資股票、擴大外匯衍生品交易，
則是資本項目開放的重要舉措。

縮短負面清單激發外資積極性
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在國務院政策

例行吹風會上表示，下一步，央行將在自
貿試驗區建設中積極擴大金融業對外開
放。徐忠表示，央行將逐步縮短金融領域
的負面清單，在涉及金融牌照的全領域放
鬆外資金融機構持股比例限制，大幅度擴
大外資金融機構業務範圍，用審慎要求替
代准入和資質的限制，激發外資金融機構
參與中國金融市場的積極性，推動資金更
為自由地流動。
另外，在53項改革開放措施中，39項
適用於全部所有自貿試驗區，14項則有針
對性使用特定自貿試驗區，支持當地建設
開放新高地。其中，新政策支持重慶自貿
試驗區設立首次進口藥品和生物製品口
岸，支持河南鄭州機場、西安機場航空業
務的拓展，支持福建自貿試驗區對中國台
灣地區的金融開放。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宣佈，應西班牙
王國國王費利佩六世、阿根廷共和國

總統馬克里、巴拿馬共和國總統巴雷拉、葡
萄牙共和國總統德索薩邀請，國家主席習近
平將於11月27日至12月5日對上述四國進
行國事訪問。其間，應阿根廷共和國總統馬
克里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11月30日
至12月1日出席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
行的G20領導人第十三次峰會。

兩國經貿團隊已先行磋商
本月1日，中美元首通電話商定在阿根廷
G20領導人峰會期間舉行會晤。據外電報
道，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已經準備好下周與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他又說，不排除
屆時可以同中國達成協議，結束中美貿易
戰。
昨日上午，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在北京的
出訪吹風會上表示，有注意到美方近期表示
希望通過元首會晤能夠達成共識，解決中美
間的分歧。他透露，中美元首本月初通電話
後，指示各自經貿團隊就各自關心的問題進
行磋商，推動中美經貿問題達成一個雙方都
能接受的方案。
外交部副部長王超在吹風會上形容，此次
中美元首會晤將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晤，相
信兩國領導人交流會對中美關係進一步發展
產生影響，期待兩國領導人會晤能夠順利舉
行。

「戰火」延燒全球 盼覓解決辦法
至於此次中美元首會晤是否能最終達成共
識，王受文回應稱，美國採取的貿易限制措
施損害了中國貿易利益，也損害了美國的貿
易利益，同時也損害了全球的貿易利益，這
不僅僅在短期內有影響，也會有長期的影
響。對於出現這樣的結果，中方注意到美方
領導人表示願意通過峰會來舉行磋商討論經
貿問題，根據兩國領導人的指示，兩國經貿
團隊也進行了密切接觸，中方也期待着雙方
在相互尊重、平衡各自關注的基礎之上，能
夠信守承諾，找到解決的辦法。
G20領導人第十三次峰會將於11月30日

至12月1日舉行，習近平主席將出席。外交
部部長助理張軍表示，在當前形勢下，G20
峰會尤其要發出反對保護主義、支持多邊貿
易體制的明確信號，推動國際社會一道建設
開放型世界經濟。第一，堅持多邊主義，應
對共同挑戰。第二，堅持開放發展，實現合
作共贏。第三，堅持着眼未來，挖掘增長動
力。第四，堅持發展導向，促進增長成果惠
及全球。

國務院：支持自貿區向境外發放人民幣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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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11月27日至12月5日，國家

主席習近平將對西班牙、阿根廷、

巴拿馬和葡萄牙進行國事訪問，並

出席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

三次峰會。峰會期間，中美元首將

舉行雙邊高峰會晤。這將是中美貿

易戰爆發以來兩國元首間的首次會

晤。中國商務部官員昨日表示，希

望中美能夠在相互尊重、平等磋

商、互利誠信的基礎上，一起努力

管控分歧，相向而行，最終找出解

決問題的辦法。據悉，近期中美經

貿團隊進行了密切磋商，希望推動

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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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至29日
對西班牙進行國事訪問。
訪問期間，習近平主席將同西

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會見，同桑切斯
首相會談，集體會見參議長埃斯庫德羅
和眾議長帕斯托爾並向兩院議員致辭。兩
國領導人將就中西、中歐關係以及共同關心的
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將發表聯合聲
明，規劃新時期雙邊關係發展藍圖，並簽署第三方
市場合作、服務貿易、稅收、文化、科技、金融等領
域合作文件。
11月30日至12月1日
G20領導人第十三次峰會將舉行。
峰會主要活動包括三個階段會議和一場領導人閉門會

議，將主要討論世界經濟、貿易和投資、數字經濟、可持
續發展、基礎設施和氣候變化等議題。習近平主席將就上述
問題闡述中方立場主張，並同各方領導人交換意見。峰會期
間，習近平主席還將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晤。
12月2日至3日
對阿根廷、巴拿馬進行國事訪問。
訪阿期間，習近平主席將同馬克里總統舉行會談，就中阿

關係發展作出新的戰略規劃，推動務實合作，並就共同關心
的國際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雙方將發表聯合聲明，簽署
未來5年兩國政府共同行動計劃，以及多項合作協議，涉及
經貿、金融、公共安全等領域。
訪巴期間，習近平主席將同巴雷拉總統舉行會談，就中

巴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進一步規劃各領
域合作。雙方將簽署電子商務、服務貿易、基礎設施建
設、經貿展會、海事運輸、融資等多領域合作文件。
12月4日至5日
對葡萄牙進行國事訪問。
訪問期間，習近平主席將同德索薩總統舉行會

談，會見議長羅德里格斯和總理科斯塔。兩國
領導人將就中葡、中歐關係以及共同關心的
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將發表聯
合聲明，並簽署基礎設施、文教、科
技、能源、金融等領域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整理

美國總
統特朗普
於當地時

間22日表示，他下周在阿根
廷 出 席 二 十 國 集 團
（G20）高峰會，將和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
談，對此他「準備非
常充分」，並暗示可
能會達成讓美中貿易

戰落幕的協議。
特朗普在美國佛羅里達州（Flori-
da）海湖俱樂部（Mar-a-Lago）對媒
體表示：「我一生都在為此做準
備。」
在談論準備工作時，特朗普表

示：「我知道每項要素、每個統計
數字。我比所有知道這些東西的人
更加了解。我的直覺向來正確。」
他說：「中國希望（就關稅大

戰）達成協議。若能達成協議，我
們會這麼做。」
特朗普還表示，他和習近平「關

係很棒」。
「我非常喜歡他。我認為他喜歡

我。可能現在喜歡我的
程度，不若以前我們相
處時那樣。」特朗普
說。

■綜合外電

特朗普：準備非常充分

中美貿易戰或迎轉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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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幣和外匯：支持自貿區依託適合自身特
點的賬戶體系開展人民幣跨境業務；允許自貿區內
銀行為境外機構辦理人民幣衍生產品等業務；支持
地方法人銀行開展人民幣與外匯衍生產品業務，或
申請合作開展遠期結售匯業務。
2、保險：簡化保險分支機構行政審批，建立完

善自貿區企業保險需求信息共享平台。
3、銀行：支持銀行基於真實需求和審慎原則向

境外機構和境外項目發放人民幣貸款，滿足「走出
去」企業的海外投資、項目建設等融資需求；允許
銀行將自貿試驗區交易所出具的紙質交易憑證（須
經交易雙方確認）替代雙方貿易合同，作為貿易真
實性審核依據。
4、證券：支持自貿區內符合條件的個人按規定

開展境外證券投資；支持在有條件的自貿區開展知
識產權證券化試點。
5、大宗商品交易：推動與大宗商品出口國、

「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在油品等大宗商品貿易中
使用人民幣計價、結算；支持自貿試驗區保稅燃料
油供應以人民幣計價、結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整理

習特下周會晤 貿戰僵局待破僵局待破
習近平將訪問西阿巴葡四國習近平將訪問西阿巴葡四國 並出席並出席GG2020峰會峰會

■■GG2020領導人第十三次峰會下周舉行領導人第十三次峰會下周舉行，，峰會期間峰會期間，，中美元首將中美元首將
進行雙邊高峰會晤進行雙邊高峰會晤。。圖為去年圖為去年44月月，，習近平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習近平在美國佛羅里達州
海湖莊園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中美元首會晤海湖莊園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中美元首會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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