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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培炎：美是對華經貿受益者
駁美「吃虧論」指美企在華獲豐厚回報 平靚中國貨惠美家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家昌、郭天琪）「中美關係：現狀與前景」國
際論壇昨日在港舉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國務院原副總理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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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炎作主旨發言。他從三個方面對美方聲稱的對華貿易「吃虧論」進行了
客觀分析，呼籲美方全面看待貿易逆差產生的原因以及得失，採取政策措施
要建立在客觀分析基礎上，一味加徵關稅只會適得其反。他特別指出，美國
在對華經貿中是實實在在的受益者，進口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亦使美國的家
庭生活成本降低，美企在華獲得豐厚回報，分享了中國的發展紅利。

曾培炎引述習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合
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比摩擦好，
對話比對抗好。」又引述習近平主席所言，
中美雙方存在巨大利益交集，兩國應該成為
合作好夥伴，這有利於中國，有利於美國，
也有利於全世界。

三方面析美貿易逆差
曾培炎認為，中美兩國元首日前在大阪
會晤，再次確認了共同推進以合作、穩定為
基調的中美關係，並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
的基礎上重啟經貿磋商，為中美關係下一步
發展指明了方向。
他強調，在全球產業鏈佈局中，各種要
素跨境流動，促進了經濟繁榮，因此要從全
球要素流動的角度來核算參與交易主體的受
益與否，包括自然稟賦、資本積累、科技水
平等等比較優勢。
他分析，第一，美國對外貿易形成逆差具有
客觀的必然性，美元主導地位是長期逆差的主
要原因，其他國家都需要向美國出口來獲得
美元；美國國內低儲蓄、高消費的失衡是貿
易逆差的關鍵原因；產業結構調整和製造業
向海外轉移，令美國國內生產能力無法滿足
不斷增長的工業品和消費品需求，必須大量
依賴進口；此外，限制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
也是對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政策原因。
第二，應全面客觀看待美國對華貿易逆
差數字，不能只看貨物貿易，還要看服務貿
易。美國服務貿易出口額世界第一位，中國
對美國服務貿易是順差，據測算，美國對華
服務貿易順差近千億美元，大幅抵消美國對
華商品貿易逆差；美國對華貿易的逆差很大
程度上是對整個東南亞地區的貿易逆差；從
GNP 角度來看，美方貿易受益佔優，而且
因為美國將香港等地區的部分轉口貿易計入
中國，由於國際中間貿易商的存在，中國出
口商的賣價和美方進口的買價不同，美國統
計的對華貿易數據因此長期被高估20%。
第三，美國在對華經貿中是實實在在的
受益者，美國藉助美元優勢地位獲得大量鑄
幣稅；進口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使美國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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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活成本降低了 1%至 1.5%；美企在華獲
得豐厚回報，分享了中國的發展紅利，中國
亦為美國提供大量低價美元資本。

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曾培炎重申，貿易是互惠互利的，中美
貿易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崗位、促
進產業發展，且有益於中國的改革開放，中
國經濟深度融入到全球化中，也促進了亞洲
和世界經濟的發展。
他希望中美雙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解
決各自合理關切，落實兩國元首確定的原則
與方向，務實進取、相向而行，達成彼此都
能接受的貿易協議。也希望與會人士發表建
設性意見，傳遞積極聲音，為維護國際經貿
體系的穩定做出貢獻。
論壇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和中美交流基
金會聯合舉辦，百餘位嘉賓講者昨日就中美經
貿關係、科技創新、宏觀政策等方面展開深入
討論。今天還將繼續就「中美經貿關係」「中
美關係：現狀與展望」「全球化、全球治理和
多邊主義的未來」等議題進行深入研討。
來自中國、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
坡等國家和地區的前高官，美中關係全國委
員會、美國商會、傳統基金會、布朗大學、
耶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機構代表，中國
行業協會、智庫等機構代表，高通、正泰、
戴爾、英特爾等企業代表出席了會議。

領袖精英聚港 研討貿易摩擦
由中美交流基金會、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主辦的「中美關係：現
狀與前景」國際論壇昨
日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中美交流基金
會創辦人董建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理事長、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日本前
首相福田康夫及數百位來自全球各國政府
首長、商界領袖、著名學者參加，在昨日
和今日就中美經貿關係、投資環境與科技
創新、宏觀政策等問題展開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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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對未來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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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率先
在論壇開幕式
上致辭，他表
示，中美兩國
元 首 6 月 29 日
在 大 阪 G20 峰
會會晤，現在
正是討論中美

貿易關係的影響和重要性的最好時機，
也希望經過一系列的深入討論後，大家
可以進一步支持至關重要的中美關係，
對未來有更加積極的態度、更加有信
心。

前日相：提合適政策應戰
福田康夫在
開幕式致辭時
表示，日美曾
經的貿易摩擦
中日本所經歷
的 困 難 和 挑
戰，最後被證
■福田康夫
明是日本社會
及工業產業界在現代化與國際化過程中
經歷的「陣痛」，中國應把這個艱難的
階段作為國家改革和發展的機會，以解
決現有矛盾，為未來增長找到動力，在
充滿荊棘的談判道路上化危為機，邁出
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第一步。他亦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昨日在「中美經貿關係：現狀與展望」國際論
壇上，各個領域代表就「中美經貿關係」、「投資環境與技術創新」、「宏觀政
策」、「合作：來自德克薩斯州和美國心臟地帶的觀點」四個主題深入交流意
見。他們表示，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中美兩國經濟互補性強，應承擔責
任，共同發展，以真誠負責的態度繼續磋商，中美兩國「巨人握手」，符合兩國
人民利益和期盼。

化工領域合作前景無限
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傅向升表示，中美兩國在石油天然
氣領域互補空間巨大，中國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費國，石油和天然氣進口
量全球第一，加大油氣領域的合作是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的最佳選擇。而
中美兩國在化工新材料和高端化學品領域有着很多合作機會，中國石化
產業仍屬於產業鏈的中低端，又是製造業大國，對石化產品有着巨大的
市場需求，而美國的合成材料、高端聚烯烴、高端膜材料以及特種化學
品等方面，在中國市場有着很強的競爭優勢，尤其是可以與中國基礎化
學品配套能力強的優勢形成上下游互補的產業鏈，再與中國汽車輕量化
及新能源汽車、風力及太陽能發電、軌道交通等巨大市場需求相結合。
中美兩國在化工領域的合作機會和前景無限，中美兩國石化界都期盼盡
快達成平等互利的協議。

美國傳統基
金會亞洲研究
中心主席艾德
．福伊爾納
（Ed
Feulner）在致辭中
亦對董建華所
言兩國元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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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晤成果表示
肯定。他表示，中美雙方同意重啟中
美經貿磋商，本身就是成就，希望雙
方共同努力重新開始雙邊談判，尤其
在知識產權政策、發展中國家待遇這
兩方面，中美雙方要進行開放、坦誠
的討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家昌、郭天琪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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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必須達成雙贏協議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執行局主任張曉強表示，中美貿易
合作互利共贏，貿易摩擦「損人害己」。他譴責美方磋商中採取了霸凌主義
和極限施壓手段，堅持不合理的「高要價」，堅持不取消經貿摩擦以來加徵
的全部關稅，堅持在協議中寫入涉及中國主權事務的強制性要求，導致雙方
無法彌合剩餘分歧。
他續說，中方在經貿磋商中明確表示，願增加進口有市場需求、價格合理
的美國產品。一些專家提及，中方表示到 2020 年中國可爭取將自美進口產
品比 2018 年增加約 2,000 億美元。但美方在 5 月初突然提出中國政府要承諾
增加 3,000 億至 3,300 億美元進口。但大豆、客機、原油與 LNG 三類增量合
計約 760 億美元，要能實現到 2020 年比 2018 年多進口 2,000 億美國貨物，已
經需要兩國企業及政府機構做出很大努力，而美方突然漫天要價提出額外增
加 1,000 億美元或更多的中國企業進口，顯然是自己都沒有搞清楚的不合理
要求。他直言，「美方單贏的協議永遠都不會有，雙方能達成的必須是一個
雙贏的協議。」

美學者：討論需開放坦誠

周文重：美應從長遠考慮問題

與會代表：
「巨人握手」
符人民期盼

籲中美兩國都要提出合適的政策來應對
挑戰。

■出席論壇的代表就四個主題交流意見，觀眾認真聆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摩擦對美農業損害嚴重
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會長曹德榮表示，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對
於優質農產品的需求量也在逐年上漲，進口農產品市場潛力巨大，如果貿易戰持
續，美國農產品無疑將失去中國市場。美國大豆協會、穀物協會、堅果行業協
會、豆類協會等協會與該會交流時，均認為中國是美國農產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場
之一，而貿易摩擦對美國農業及相關產業造成了嚴重損害，已通過相關途徑向美
國政府傳達訴求。
他重申，貿易戰中不會有真正的贏家，希望在美國農業領域蒙受更大損失之
前，盡快停止破壞兩國正常貿易的政策和行為。他再次呼籲中美雙方在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加強合作，共同維護和發展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關係。

兩國科創有很強互補性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昌林直言，中美科技合作是推動世界經濟復
甦的需要，也是解決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人口與健康、資源與環境等重大挑戰的
必然要求。他說，中美兩國是當前推動全球科技創新的主要動力，且中美兩國在
科技與創新方面互補性很強。美國擁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和科研機構，
具有強烈開放、包容、創新精神，在基礎研究、突破性科技創新等方面處於世界
領先地位，是世界科技與創新的發動機。而中國市場規模巨大，擁有大量的新技
術、新業態應用場景，人力人才資源豐富，產業配套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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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友好協會副
會長、前中國駐美大

使周文重出席「中美
關係：現狀與前景」
國際論壇期間接受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專訪。他表示，
中美應共同致力於協調穩定合作為基
調的中美關係，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從多次中美元首會晤中可見，美國總
是想辦法把關稅問題處理掉，顯示美
國領導層內部對此也有不同意見，希
望美方領導層能夠從長遠考慮，從美
國自身利益考慮，把貿易問題處理好。

美誇大貿易逆差數字

周文重表示，中美之所以走到一
起，是出於共同利益的需要，中美
關係固然會因為利益上的分歧出現
曲折，因此怎樣增加共同利益、管
控好雙方分歧，是雙方需要面對的
問題。周文重指出，美國對中國的
看法過去 40 年來不斷改變，但不論
中美關係今後怎樣發展，始終還是
要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
周文重指出，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
是出於國內政治需要，一方面美國對
華貿易逆差的數字被誇大，另一方面
美國國力則正在下降，製造業轉移導
致經濟空心化，特朗普政府因此需要
用貿易戰對國內藍領選民作出交代。
因此他認為美國應該先把國內問題解
決好，例如高消費低儲蓄等，不能把
自身面對的困難怪罪到別人頭上。
■香港文匯報余家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