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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深耕英國 變身青年潮牌
美禁令無阻產品發佈 強勢推榮耀新旗艦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美
國提高對華關稅並加強打擊華為之際，中國政
府決定延續芯片及軟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
財政部和稅務總局昨日發佈公告，為支持集成
電路設計和軟件產業發展，符合條件的集成電
路設計企業和軟件企業，在2018年12月31日
前自獲利年度起計算優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
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
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並享受至期滿
為止。此措施是在2012年集成電路生產企業享
受的「兩免三減半」或「五免五減半」的稅收
優惠政策基礎上，延續「兩免三減半」政策。
財政部此次發佈的文件，是5月8日國務院
常務會議會明確延續集成電路設計和軟件產業
企業優惠措施表態之後的具體落實。當日會議
除了提到前述的稅務優惠外，還要求有關部門

要抓緊研究完善下一步促進集成電路和軟件產
業向更高層次發展的支持政策。

外資一視同仁
國務院常務會議還表示，要通過對在華設立的

各類所有制企業包括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實施普
惠性減稅降費，吸引各類投資共同參與和促進集
成電路和軟件產業發展。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
研究院集成電路研究所副所長朱韶韻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此舉凸顯外資在產業發展
中的作用地位。在當前產業鏈全球化背景下，中
國發展芯片產業不可能只靠自主創新，要創造更
好條件吸引外資和技術共同發展。

措施為企業打強心針
朱韶韻指出，在當前電子信息產業遭遇外部

圍堵和內部「卡脖子」的局勢下，有關部門明
確行業稅收優惠政策，對穩定市場預期，增強
企業信心具有積極作用。
他又指出，外部圍堵形勢日益嚴峻，來自美
國的打擊不斷升級，美國政府考慮將5家中國
監控設備企業列入與華為類似的「黑名單」、
日本對中國半導體電子零部件出口開始大幅縮
水等等。在此輿論背景下，政府及時落實相關
產業優惠政策，通過減稅向企業讓利，給企業
打氣鼓勁，顯示中國政府支持鼓勵產業發展的
堅定決心。
朱韶韻還表示，目前內地對集成電路和軟件

行業的稅收優惠，覆蓋從設計到生產全產業
鏈，另外在投資基金、吸引人才等也有政策支
持。他預計，未來政府將加大資金投入，給予
企業研發投入支持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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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集成電路軟件業續稅務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法新社、新

華社及路透社報道，英國是華為

其中一個重要的投資地，華為透

過在當地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及良

好的產品質素，成功在英國─尤

其是年輕人間建立了良好的形

象。當地時間21日，華為在英國

倫敦舉辦其獨立子品牌「榮耀」

（Honor）新旗艦機發佈會。本月

16 日，華為還在倫敦發佈了

Mate 20 X 5G版本手機。顯然，

美國的交易禁令並沒打亂華為在

英的產品發佈節奏。外媒認為，

在美國對中國科技企業步步緊逼

的背景下，華為的這一安排，是

展現公司科技信心的舉動。

縱使美國加強打擊華為，對其祭出交易
禁令，但消費者還是對華為投下信任

票。「我還是用華為手機。」英國電信運
營商沃達豐門店一名女店員直言自己使用
的華為產品沒有問題，目前情況也不會影
響在售的華為機型。
儘管美國商務部日前宣佈將對華為公司
實施出口管制措施，但在英國等發達國家
市場，華為多年深耕技術研發和市場推
廣，已在當地消費者心目中樹立了比較扎
實的產品形象，其過硬的產品質量和先進
技術更讓當地民眾讚不絕口。

創新不斷 良性競爭
在倫敦生活多年的年輕人帕夫洛斯身上
帶着3部華為智能手機，他表示自己很喜
歡華為的產品，未來華為推出新款手機他
也還會考慮購買。帕夫洛斯說：「華為一
直在推出創新技術，這也促使其他廠商在
這方面發力。」
「華為手機的質量非常好，尤其是拍照
的畫質特別好，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品
牌。」年輕女孩妮科爾對記者說。

扎根英國 貢獻經濟
英國的5G發展速度走在歐洲前列，多
家運營商已計劃在一些城市陸續開通5G
服務。在英國，多數消費者都會選擇運營
商合約機的方式來購買智能手機產品。
華為在手機、5G網絡設備等方面的投入

已為英國本地經濟發展和就業等作出不小
貢獻。牛津經濟諮詢社的一項獨立研究顯
示，華為在2018年的經營活動為英國帶來

了17億英鎊（約合168.6億港元）的經濟
收益，是2012年的6倍，創造了大量就業
機會；僅就研發而言，華為2018年在英國
投資1.12億英鎊用於研發，並在英國僱用
了300多名研究人員。
華為英國非執行董事安德魯．凱恩日前在

一個活動上表示：「華為在助力英國電信網
絡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們仍然堅定
地致力於促進英國發展。英國是我們在全球
最重要的市場之一，我們全心全意地希望幫
助英國保持新技術領導者地位。」

品牌抵買 廣受歡迎
而這些外國消費者及商界人士的支持，

最終成為了華為研發產品的動力。在21日
的發佈會上，華為榮耀推出最新智能手機
Honor 20 Pro、Honor 20 與 Honor 20 Li-
te，主打高附加值路線，提供更合理的價
格並延續旗艦機硬體優勢。
「看到這麼多朋友，真的很開心」。榮

耀業務部總裁趙明告訴數百名記者和分析
師，「我們會用產品、技術及創意與世界
溝通。」這次發表會上，華為榮耀推出最
新旗艦機榮耀20 Pro，機背有4鏡頭，包
括廣角鏡頭、遠攝鏡頭和4,800萬像素的
主鏡頭。
市場研究公司國際數據資訊（IDC）裝

置部門副總裁傑洛尼摩（Francisco Jeroni-
mo）說，榮耀是華為相當成功的子品牌，
主打的雖是年輕人，但也深受其他族群的
喜愛。「對華為而言，榮耀是非常重要的
品牌，能解決低價端領域的問題，又不會
破壞華為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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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隨
着6月1日0時中國對美部分商品提高
加徵關稅稅率日期臨近，部分企業和
民眾疑惑乃至擔憂，中國已經發佈3
份涉美約6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公
告，會不會重疊加稅？也有傳言稱，
自美進口藥品在加稅之列，意味着進
口藥要漲價。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
辦公室對查詢的媒體表示：加稅不重
疊，藥品不加稅。
據了解，就對美約600億美元商

品加徵關稅一事，企業只需以最新
公告，即5月13日發佈的公告為
準，無需擔心重複加稅。
對於網絡傳言稱自美進口藥在加

稅清單、面臨漲價，記者了解到，
這一說法「不靠譜」。
據介紹，為不影響國內患者用

藥，不加重患者負擔，在擬定對美
反制措施時，相關部門已將治病防
病用藥品全部排除在外。也就是
說，自美進口這些藥品不會加徵關
稅。在不加稅的同時，中國本身還
對絕大多數藥品實行零關稅。因
此，患者和家屬朋友可以放心。
藥品沒加稅，那醫療器械情況怎

麼樣？據了解，本着民生優先原
則，中國對心臟起搏器、支架、助
聽器、人造關節等植入人體的器具
均沒有加徵關稅，其他納入徵稅範
圍的醫療器械大部分也僅徵收5%
的關稅，徵收20%或25%關稅的產
品數量很少，主要是醫院用的核磁
共振設備、X光檢查設備等，考慮
到進口替代等諸多因素，這部分對
市場最終售價影響不大。

官方闢謠：美進口藥不加稅

■■華為在英國消費者心目中樹立了比較扎實的產品形象華為在英國消費者心目中樹立了比較扎實的產品形象。。圖為華為英國公司雷丁總部圖為華為英國公司雷丁總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2121日日，，華為在英國倫敦舉辦華為在英國倫敦舉辦「「榮耀榮耀」」新旗艦機發佈會新旗艦機發佈會。。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針
對「美國正在考慮對海康威視等中國
一些監控設備製造商進行制裁」的報
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回應
說，中方已經一再表明了反對美國濫
用國家力量，肆意抹黑和打壓包括中
國企業在內的其他國家企業的一些做
法；中方的態度是明確的，也是一貫
的。
陸慷指出，中方一向要求中國企業

在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規則的基礎
上，在其他國家開展投資經營活動；
同時，中方也一直要求其他國家能夠
給予中國企業公平、非歧視的待遇。
陸慷重申，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投資關
係，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
的基礎上。
據《環球時報》22日援引《紐約

時報》報道，美國政府將考慮把中
國監控設備製造巨頭海康威視「列
入黑名單」，限制其購買美國技
術。該報道指，美國商務部可能會
要求美國公司必須獲得政府批准才
能向海康威視供應零部件，以限制
該公司獲取有助於為其設備提供支
持的技術。
海康威視22日在一份聲明中回應

稱，已關注到相關報道，期望公司
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針對外媒
曾指責海康威視設備用於新疆對穆
斯林進行大規模監視的報道，聲明
強調，海康威視是一家產品供應
商，未在新疆做過任何不恰當的行
為，公司過去不曾、現在和將來也
不會以侵犯人權為條件的業務作為
公司業務進行經營。
據澎湃新聞援引全球著名諮詢公

司IHS的報告指出，海康威視連續7
年蟬聯視頻監控行業全球第一，擁
有 全 球 視 頻 監 控 市 場 份 額 的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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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德國之聲中文網報道，德國
的主要媒體都在顯著位置報道了有關華為被
Google「斷供」的消息，多數德國讀者對這種情
況表示憤怒。
在相關媒體在線報道的留言板上，有人寫

道：「政治干預企業的做法應該被禁止。如果
特朗普不高興，Google就不許給華為供貨──
怎麼能這樣！另外美國在互聯網領域的權力太
大了」。
有網友指：「難以相信，這意味着Google以

及facebook這樣的企業不可信賴，隨時可能被
外交政策當作工具利用。現在歐洲必須警醒，
開發自己的智能手機操作系統。」亦有網友認
為「Google的市場壟斷地位被政界利用了，而
這正是特朗普一直以來對中國人的指責。」
華為近年來在德國的用戶群不斷壯大，這些

用戶自然覺得莫名其妙地成了貿易戰的受害
者。
有網民提出「作為華為手機用戶該怎麼辦

呢？換成那個被咬掉一口的蘋果也不是辦法，
因為那樣會被 NSA（美國國家安全局）監
聽……對我來說結論是：要最大可能地抵制
Google。」還有人舉一反三：「應該在歐盟禁
止思科（Cisco）。眾所周知，思科和NSA密切
合作。」

Google斷供華為
德網民籲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