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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結構性問題磋商有進展
中方強調雙方有履約義務 延時證態度嚴肅認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紀念中美建交40周年招待會昨日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國家副
主席王岐山出席並致辭。王岐山表
示，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
將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踏踏實實
辦好自己的事，讓中國人民過上更
美好的生活。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
各國必將從中國的發展進步中獲得
更大機遇和利益。

中美要牢記建交初衷
王岐山說，40年前，中美兩國領

導人從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出發，以非
凡的戰略眼光和卓越的政治勇氣，
作出中美建交的歷史性決定，掀開
了中美關係新的一頁。回望40年，
中美關係歷經風雨，砥礪前行，取
得當年人們難以想像的巨大成就，不
僅給兩國人民帶來巨大利益，也有力
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繁榮。
王岐山指出，近期習近平主席和
特朗普總統成功會晤、通電話，並
就中美建交40周年互致賀信，積極
評價40年來中美關係的歷史性發
展，為雙方推動中美關係進一步發
展指明方向。雙方要始終牢記中美
建交的初衷，堅持協調、合作、穩
定的基調，更好造福兩國、兼濟天
下；要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堅持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兩國領導人重
要共識，尊重彼此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堅持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處
理和管控分歧；要適應新的現實，
不斷尋找和擴大利益交匯點，深化
和推進務實合作，讓兩國人民有更
多獲得感；要秉持開放的胸襟，順
應兩國人民加強交流合作的願望，
積極鼓勵各界擴大交往，進一步夯
實中美關係民意和社會基礎。
王岐山表示，今年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70周年。無論國際風雲如
何變幻，中國將堅定不移走自己的
路，踏踏實實辦好自己的事，讓中
國人民過上更美好的生活。中國改
革的腳步不會停滯，開放的大門只
會越開越大。我們將始終做世界和
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
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推動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
各國必將從中國的發展進步中獲得
更大機遇和利益。
美國前總統卡特發來賀信指出，

新時期美中兩國關係的建設者必須
以獨特的視野、勇氣和開創精神來
應對考驗和機遇。美中兩國應攜手
共創未來，造福兩國人民和全人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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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累豬價上升 內地CPI返1字頭

■王岐山出席紀念中美建交40周
年招待會並致辭。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數據顯示，2018年12
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生產

者出廠價格指數（PPI）雙雙超預期回
落，其中，CPI同比上漲1.9%，低於11月
0.3個百分點，為六個月最低；PPI同比上

漲0.9%，回落1.8個百分點，見2016年10
月以來新低。2018年全年中國CPI同比上
漲2.1%，PPI同比上漲3.5%。專家預計，
今年CPI料保持溫和，但PPI恐將加速下
探、且不排除月度再次出現負值，未來需
要財政貨幣政策齊發力，對沖經濟下行壓
力。
興業證券宏觀分析師王涵分析指出，12

月CPI和PPI價格大幅低於預期，主要是
受到國際油價在2018年4季度大幅下跌的
拖累。
在CPI方面，2018年12月食品價格同比

上漲2.5%，漲幅與上月相同；非食品價格
同比上漲1.7%，漲幅比上月回落0.4個百
分點。在非食品中，受成品油調價影響，
汽油和柴油價格環比分別下降 10.1%和
10.8%，合計影響CPI下降約0.22個百分

點。
在PPI方面，2018年12月PPI環比下降
1%，創下2015年 1月以來新低，主要受
到生產資料價格的拖累，與12月PMI購進
價格指數走勢一致。從行業分項看，主要
是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石油、煤炭及其
他燃料加工業環比拖累較大，分別下降
12.9%和7.6%。

專家：PPI恐再現負值
展望今年物價走勢，王涵認為，當前非

洲豬瘟使得散戶養殖加快出欄，短期市場
生豬供給充裕，豬肉價格雖同比下跌，但
同比跌幅較前期已經明顯收窄，環比有略
超季節性的表現，非洲豬瘟加速行業產能
出清，豬價壓力或將在2季度之後體現。
在PPI方面，王涵認為，今年經濟整體

有下行壓力，原材料價格會相對2018年偏
弱，後期需看油價走勢決定PPI走勢，目
前，1月油價環比有所改善，但整體水平
仍大幅低於2018年均值。
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陸挺指

出，通脹快速下滑，尤其是 PPI 通脹下
滑，進一步證明中國經濟正以令人擔憂的
速度放緩，未來數月企業盈利很可能繼續
下降。他預計，PPI將很快轉負，進一步
減少庫存並且加大經濟下行壓力。
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軍亦指出，當

前PPI下行趨勢明顯，2019年不排除再次
出現月度負值，將影響上游企業利潤和就
業狀況，通縮風險可能需要進一步引起警
惕。他建議，減稅盡快落地，而當PPI快
速降至負增長，同時出口快速回落時，降
低市場利率也應提到日程。

香港文匯報訊 中美經貿問題副部級
磋商9日在北京結束。這是中美雙方為
落實兩國元首阿根廷會晤重要共識進行
的首次面對面磋商，雙方就共同關注的
貿易問題和結構性問題進行了廣泛、深
入、細緻的交流，雖比原定安排延遲了
一天，但增加了相互理解，為解決彼此
關切問題奠定了基礎。
中央廣電總台昨日發表「國際銳評」

文章指出，在中美經貿摩擦升級9個多
月後，雙方在副部級磋商層面取得進
展，一個很重要原因是雙方乃至全球都
越來越感受到貿易戰之痛。
文章分析說，從宏觀角度看，去年10

月中旬以來，美股連續大幅調整，貿易
逆差在11月高達505億美元，創下6年
來最高月度逆差額；美國去年12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大幅放緩至兩年
低點。同時，中國上個月PMI也回落至
50%榮枯線以下。
文章續說，從企業狀況來看，受中美

貿易戰衝擊，美國通用汽車去年11月底
宣佈關閉全球7家工廠，蘋果公司最近
三個月市值蒸發了4,000多億美元，不
得不大幅調低去年第四季度營收預期；
參加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美國企
業大約有180家，數量只有日本企業的
三分之一；而參加拉斯維加斯國際消費

電子展的中國企業則比往年減少
20%……
文章又提到，從世界範圍看，2018年

全球貨物貿易總量增速可能下滑0.3%，
世界銀行最近將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
預期分別下調至2.9%和2.8%，比去年6
月預測各降低0.1個百分點。《紐約時
報》認為，貿易戰讓金融市場和更廣泛
經濟層面付出的代價，「令人日益焦慮
不安」。很顯然，最終達成經貿協議，
不僅是中美雙方共同意願，也是全球共
同期待。
文章進一步指，按照中美元首會晤達

成的共識，雙方僅有90天時間磋商。眼

下，已過去了40天。因此，中美要最終
達成協議，有好結果，時間緊、任務
重。此次北京副部級經貿磋商取得進
展，雙方同意繼續保持密切聯繫，無疑
開了個好頭。
文章最後說，鑒於中美經貿摩擦問

題錯綜複雜，作為貿易戰被迫反擊的
一方，中國為解決雙方分歧盡了最大
努力，表現出最大誠意，但最終達成
協議，仍需要中美雙方共同努力。堅
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推進更大力
度、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已經不是
中國的口號，而是人們想像不到的中
國行動力。

央廣電：好結果仍需中美共同努力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中美經貿磋商中美經貿磋商
朝着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的方向而努力朝着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的方向而努力。。圖圖
為青島港工人協助貨船靠岸為青島港工人協助貨船靠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美經貿磋商歷程中美經貿磋商歷程
20182018年年55月月33日至日至44日日

中美在北京就共同關心的經貿問題進行了中美在北京就共同關心的經貿問題進行了
坦誠坦誠、、高效高效、、富有建設性的討論富有建設性的討論。。雙方在雙方在
有些領域達成了一些共識有些領域達成了一些共識，，但在一些問題但在一些問題
上還存在較大分歧上還存在較大分歧。。

20182018年年55月月1717日至日至1818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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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8年年66月月22日至日至33日日

中美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就兩國經貿問題中美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就兩國經貿問題
進行磋商進行磋商。。雙方就落實兩國在華盛頓磋商雙方就落實兩國在華盛頓磋商
的共識的共識，，在農業在農業、、能源等多個領域進行了能源等多個領域進行了
良好溝通良好溝通，，取得了積極的取得了積極的、、具體的進展具體的進展。。

20182018年年88月月2222日至日至2323日日

中美在華盛頓就兩國經貿問題進行副部級中美在華盛頓就兩國經貿問題進行副部級
磋商磋商。。雙方進行了建設性雙方進行了建設性、、坦誠的交流坦誠的交流，，
同意就下一步安排保持接觸同意就下一步安排保持接觸。。

20182018年年1212月月11日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同美國總統特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同美國總統特朗
普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共進晚餐普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共進晚餐，，舉舉
行會晤行會晤。。雙方決定雙方決定，，停止升級關稅等貿易停止升級關稅等貿易
限制措施限制措施；；立即着手解決彼此關切問題立即着手解決彼此關切問題。。

20192019年年11月月77日至日至99日日

中美在北京舉行經貿問題副部級磋商中美在北京舉行經貿問題副部級磋商。。雙方雙方
就共同關注的貿易問題和結構性問題進行了就共同關注的貿易問題和結構性問題進行了
廣泛廣泛、、深入深入、、細緻的交流細緻的交流，，增進了相互理增進了相互理
解解，，為解決彼此關切問題奠定了基礎為解決彼此關切問題奠定了基礎。。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馬琳

1月7日至9日，中美雙方在北
京舉行經貿問題副部級磋

商。中國商務部10日早上發佈消息
指出，中美雙方在北京舉行經貿問
題副部級磋商。雙方積極落實兩國
元首重要共識，就共同關注的貿易
問題和結構性問題進行了廣泛、深
入、細緻的交流，增進了相互理
解，為解決彼此關切問題奠定了基
礎。雙方同意繼續保持密切聯繫。
至於磋商延時，高峰稱，這說明

中美雙方對於磋商的態度都是嚴
肅、認真和坦誠的，都在朝着落實
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的方向而努力。
他強調，任何一項協議的執行機制
都十分重要，雙方都有履約義務。
美國貿易代表署在稍早發佈的一

份聲明中提到，美方在會談中提出
未來達成的協議是需要不斷核實和
有效執行的全面落實方案。對此，
高峰表示，中方同樣認為，任何一

項協議的執行機制都十分重要，雙
方都有履約義務。

保持密切聯繫 按計劃推磋商
而對於下一步的會談安排，中美

雙方都沒有給出明確說明。高峰表
示，雙方正在保持密切聯繫，將繼
續共同努力，按原定計劃推進磋商
工作。美方則稱，需要代表團回國
後匯報情況，以獲得關於下一步行
動的指導。
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

推特上表示，旨在結束世界兩大
經濟體貿易戰的中美貿易談判取
得進步，並強調「與中國的貿易
談判進展良好」。外界預計，中
國國務院副總理、中美經貿磋商
牽頭人劉鶴或將在本月舉行的達
沃斯論壇後赴美與美國貿易代表
羅伯特．萊特希澤展開下一輪高
級別貿易談判。

值得關注的是，中美此次副部級
經貿磋商原定於7日和8日進行兩
天，但實際情況進行了三天。對於
磋商出現「超時」情況，高峰強
調，時間長說明雙方對於磋商的態
度都是嚴肅、認真和坦誠的，都在
朝着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的方向
而努力。

休戰期過近半 需加緊彌分歧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

所副所長白明向香港文匯報指出，
此輪磋商很有難度，90天休戰期已
經過去近半，雙方需要加緊溝通彌
合分歧，為後續更高級別談判鋪平
道路。加時一天，一方面可以看出
中美之間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另
一方面也顯示出雙方合作的意願和
態度。經過去年互相出牌後，中美
雙方都明確了解決貿易摩擦對彼此
都有好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中國商務發言人高峰在10日舉行

的新聞發佈會上稱，結構性問題是中美

此次磋商的重要內容，「雙方在這個領

域的磋商是有進展的，增加了相互理

解，也為解決相互關切奠定了基礎。」

同時，針對貿易問題，雙方也進行了認

真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