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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談或達階段性成果
學者：貿易平衡等分歧小 技術轉讓等方面需續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原定於上周五結束的第
七輪中美貿易談判在華盛頓延期兩天繼續進行。這輪談判進展情
況關乎 90 天休戰期內，中美能否達成一份廣泛的貿易協議。外貿
領域學者向香港文匯報指出，在貿易平衡、匯率、農業等領域，
中美分歧較小，可能會達成初步共識；但在技術轉讓、國企補貼
以及有效的實施機制等方面，此次難有進一步突破。預計 3 月 1 日
最後限期前，中美可能會形成一份階段性成果，但達成最終協
議，可能還需要 1 個月至 2 個月的時間繼續磋商。
90 天休戰期即將結
中美貿易談判
束，上周在華盛頓舉行的新一輪

談判進展情況如何？根據在上周五，美
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見
習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
中方牽頭人劉鶴時的情況，中美經貿團
隊前兩天的磋商中，在貿易平衡、農
業、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金融服
務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尤其是在減少
美中貿易逆差、增購美國大豆，以及人
民幣匯率方面取得了初步共識。

中方料增購大豆千萬噸
據彭博援引多名熟悉談判進程者透
露的消息，目前美中尚未就有關人民幣
幣值方面的協議將如何實施達成一致。
美國財長姆努欽上周五曾說，有關人民
幣的協議是有史以來最堅實的。但他沒
有透露協議詳情。
另據美國農業部長桑尼．珀杜在其
推特上發文稱，中方承諾再購買 1,000
萬噸美國大豆，這是兩國貿易談判取得
進展的一個跡象。
據了解，自貿易摩擦以來，美國對
中國的農產品出口急劇下降。2018 年
中國大豆進口 8,803.1 萬噸，同比減少
7.9%。其中，從美國進口 1,664 萬噸，
下降 49.4%，佔 18.9%；從巴西進口
6,608.2萬噸，增長29.8%，佔75.1%。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余
淼傑向香港文匯報指出，貿易平衡是中
美經貿談判比較容易解決的方面，以大

豆為例，中國有進口意願，美國有出口
需求，雙方需求互補、利益重疊。不過
其他方面的內容，尤其是技術轉讓、國
企補貼以及有效的實施機制問題，可能
還需要時間去磋商。

貿易摩擦或有反覆
「在中美休戰截止日前，雙方可能
會形成一個階段性成果，為後續的首腦
會晤做鋪墊。但一些談判難點和關鍵性
問題，可能還需雙方在 3 月繼續接觸磋
商。相信中美大概率會妥善解決此次貿
易戰。」余淼傑說。
據姆努欽近期透露，中美兩國首腦
可能於 3 月底在特朗普位於佛羅里達州
的海湖莊園會面。特朗普曾指出，美中
的最終協議將由他本人和中國領導人習
近平簽署。
在余淼傑看來，此次歷時近一年的
中美貿易爭端，雖然對兩國經濟甚至全
球貿易帶來了負面衝擊，但也起到了一
定的正面效果。如今雙方都認識到，中
美經貿關係是互相依賴又互相制約的，
誰也離不開誰。相信在兩國元首最終達
成的協議，將對今後一段時間內中美經
貿發展起到引領作用，但也需警惕，隨
着中國不斷崛起，中美之間的競爭不可
避免，貿易摩擦問題有反覆的可能。
此外，對於特朗普堅持最終共識要
以「協議」形式而不是「諒解備忘錄」
形式出現，余淼傑認為，這只是說法上
的改變，其實是換湯不換藥的，可能在
特朗普看來「協議」會顯得更加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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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廣電：知識產權 中美有三大「利益交匯點」
香港文匯報訊 正在美國華盛頓進行的第
七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在貿易平衡、
農業、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金融服
務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其中，關於加強
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中美雙方的共識在
不斷增多，原因不難理解：知識產權保護
是任何一個創新發展國家的「剛需」。中
央廣播電視總台昨日發表國際銳評文章指
出，中美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在這個
問題上至少存在三大「利益交匯點」。
文章再指出，首先，從提高經濟競爭力
來說，保護知識產權是中美共同的訴求。
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修改了專利法、商
標法、著作權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成立
了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法庭，重組國家知

瓊洋浦擬建國家離岸貿易試驗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
從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管委會獲悉，
為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今年將對洋浦
保稅港區進出貨物試行「一線放開、二
線高效管住」的進出境管理制度，同時
將創建國家離岸貿易試驗區。
據洋浦經濟開發區工委主要負責人介
紹，洋浦今年在口岸服務提升方面，除
禁止進出口和限制出口以及需要檢驗檢
疫的貨物外，對保稅港區進出貨物，試
行「一線放開、二線高效管住」的進出

境管理制度。
洋浦將試行對標國際先進、具有海南
特色的新版國際貿易「單一窗口」，推
動數據協同、簡化和標準化，實現物流
和監管信息的全流程採集，實現監管單
位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大
幅壓縮口岸通關時間達到全國先進水
平；在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全面實施倉儲
貨物按狀態分類監管。

區內貨物可自由流轉

在國際航運方面，將擴大沿海捎帶和
內外貿同船運輸適用範圍，降低物流成
本；以洋浦港為國際中轉港，對境外進
口運往洋浦保稅港區的貨物，集裝箱啟
運即視同為離境，實行啟運港退稅。在
洋浦保稅港區內的貨物可進行自由流
轉、集拼，無須辦理報關轉關手續；支
持具備資質的供油企業開展國際航行船
舶保稅油供應業務。
在國際能源交易上，爭取獲批開展保
稅燃料油混兌調和，滿足東盟各國市場
需求；對能源交易所交易商放寬成品油
出口配額，支持交易商申請原油非國有
貿易進口經營資質，允許銀行將交易所
出具的紙質交易憑證替代雙方貿易合
同，作為貿易真實性審核依據。

新增東南亞外貿航線

■今年海南洋浦將新增 1 條以上經洋浦至東南亞的外貿航線。圖為 2018 年 12 月
29日集裝箱輪「新防城」在洋浦港進行裝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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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今年洋浦將推進國際陸海貿易
新通道航運樞紐建設，新增 1 條以上經
洋浦至東南亞的外貿航線，吸引東南亞
貨物通過洋浦港中轉；加快國際能源交
易中心建設，積極推動成立新的國有控
股能源交易平台，研究制定能源交易所
建設方案，積極申請設立國際能源交易
所。
此外，還將創建國家離岸貿易試驗
區，推進在貿易、金融、本幣結算等領
域試點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政策。
建設離岸貿易公共服務平台，逐步完善
貿易、物流、資金、信息等監管系統，
建設國內外貨源中心，構建跨境物流通
道。

海南自貿區開發基金設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海南
自貿區開放發展基金23日在三亞設立，
三亞市政府和海南省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作為初始主發起人，各出資15億元人民
幣（下同）首期30億元全部投向三亞，
並研究通過子基金放大的方式，形成不
低於500億元的母-子基金群。
據了解，海南自貿區開放發展基金採用
認繳制，首期30億元，後續根據實際情況

引入其他出資人，目標規模為100億元。
基金通過投資其他基金或項目進行放大，
撬動社會資本，形成不低於500億元基金
投資規模。該基金資金既用於海南省範圍
內的項目直投，也可用於對子基金出資。
在23日舉行的基金設立暨業務研討會
上，海南控股與三亞市人民政府、中國
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廣發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信託有限責任公司等分別簽

署合作協議，為基金的設立與市場化運
作奠定基礎，為海南經濟結構調整與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注入強勁動力。
據介紹，基金的設立將重點推動三亞
十大重點產業落地，加快產業新舊動能
銜接轉換，跨越式提升基礎設施水平和
城市空間格局，穩步促進海南建設自由
貿易試驗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經濟
增長和效益提升。

識產權局，使得知識產權的綜合實力與保
護力度顯著提升。無疑，中國已經是知識
產權保護大國，但仍不是強國。美國是全
球領先的創新大國與強國，知識產權法律
體系完善程度和保護力度也是首屈一指，
值得中國學習。正因此，知識產權保護內
容近年來多次被列入中美對話的成果清
單，也自然成為中美經貿磋商的重點議
題。
文章進一步指出，其次，從國際經貿體
制來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成為「標
配」。中美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和貿易
大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同樣有共同利
益點。中國正在進一步擴大開放，這就要
與國際貿易體制「對標」得更準。《專利

法》修訂草案首次引入「懲罰性賠償制
度」、最高法成立知識產權法庭、推進商
標法第四次修改等一系列舉措，反映出加
強知識產權保護，不僅是中國實現創新發
展的內在需求，也是中國擴大國際貿易的
主動作為。
文章最後強調，第三，從中美經貿關係
來講，應該相互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目
前，美國是中國第一大貨物出口市場和第
六大進口來源地，中國是美國增長最快的
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無論談哪
個議題，只要中美着眼於雙方和全球的
「共同利益」，不斷擴大共識，縮小分
歧，就能離達成互利雙贏的經貿協議這一
目標越來越近。

京大興國際機場 9 月通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飛行
校驗中心昨日宣佈，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的飛
行校驗工作於當天圓滿完成，比計劃提前
19天。
據報道，昨日上午 10 時 20 分，一架「獎
狀 680」校驗飛機在華北空管局塔台管制員
的指揮下於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北跑道平穩落
地。至此，大興國際機場的飛行校驗工作圓
滿落幕，標誌着該機場的飛行程序和導航設
備具備投產通航條件。
中國飛行校驗中心主任熊傑介紹說，大
興國際機場導航設備全部符合設計參數標
準，完全能夠滿足未來開放安全運行的需
求；在此次校驗過程中，飛行校驗中心還嘗
試採用了無人機對燈光系統進行檢測，取得
了較好的效果，為今後無人機承擔部分飛行
校驗任務積累了經驗。
大興國際機場的校驗工作始於今年1月22
日，屬於「投產校驗」，可獲得機場通信、
導航、監視等設備的全部技術參數和信息。
整個校驗內容包括 4 條跑道、7 套儀錶着陸
系統、7 套燈光、1 套全向信標及測距儀和
飛行程序。校驗圓滿完成後，大興國際機場
也成為中國首個開航即具備 III 類及 HUD

■開啟北京「雙樞紐」機場時代的大興國際
機場將於今年9月底通航。
網上圖片
（平視顯示器）運行保障能力的機場。
據了解，整個校驗工作歷時 34 天。為保
障每天的飛行校驗工作順利進行，華北空管
局各專業人員每天早上 6 點多就到達各個工
作現場，對設備進行檢查調試，準備所需資
料；為減少對北京南苑機場、首都機場和天
津機場的運行影響，工作人員有時甚至凌晨
3點就出發前往現場，進行準備。
據悉，將開啟北京「雙樞紐」機場時代
的大興國際機場將於今年 9 月底通航。該機
場是位於北京市大興區與河北省廊坊市廣陽
區之間的超大型國際航空綜合交通樞紐，直
線距雄安新區 55 公里、距北京城市副中心
54公里。

海軍編隊南海演練防空反潛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網及環球網報道，
近日，南部戰區海軍某驅逐艦支隊深圳艦、
黃山艦組成艦艇編隊在南海某海域，開展複
雜環境下的全要素、全員額綜合訓練，設置
敵情險情，真打實抗，讓官兵在近似實戰的
環境中摔打錘煉。
艦艇剛離港，編隊就接到上級敵情通
報，組織集中方式對多方向空中目標抗擊演
練。深圳艦、黃山艦立即進入戰鬥狀態。艦
艇大角度轉向，對敵導彈實施干擾。編隊各
艦主副炮、防空導彈同步做好硬抗擊準備，
隨時應對空中目標。
深圳艦實習艦長潘蘭波介紹，防空反導
是海軍水面艦艇作戰的重難點課題，作為驅
護艦戰鬥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提高綜合防禦
能力，是必須練好的基本功。
剛結束編隊對空操演，一場艦艇編隊對
潛作戰拉開帷幕。編隊立即轉換成戰鬥

■深圳艦、黃山艦組成艦艇編隊在南海設置
敵情險情，真打實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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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形在潛艇活動海域進行拉網式搜索。聲吶
系統發現可疑水下目標後迅速上報，各艦艇
鎖定目標，模擬發射魚雷，成功擊中目標。
訓練中，他們針對強度大、跨晝夜等特點，
制定單艦、編隊訓練等數十種方案預案，精
心設置了 20 多個訓練項目，在近似實戰的
環境中，錘煉部隊綜合作戰的本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