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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上半年外貿順差擴逾四成
中美貿易總值跌9%「帶路」合作成新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華
為公司董事長梁華昨日在深圳接受媒
體採訪時回應了外界關注的華為四大
熱點問題。被問及美國對華為放鬆管
制時，梁華認為應取消「實體清
單」。
美國商務部北京時間9日表示，將
給部分美國企業發放許可，允許這些
企業繼續與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實體
清單」上的中國華為公司繼續做生
意。
在回應美國商務部對華為放鬆管制
時，梁華表示，美國把華為放入「實
體清單」是沒有任何事實和依據的，
這樣的決定對任何一方，包括美國很
多企業都是不利的。華為對此表示
「反對」。
梁華認為，不應該僅是放鬆管制，
而是取消「實體清單」這一禁令。他
還強調，華為會堅持和美國供應商合
作，但企業需要有確定性。
經過「實體清單」禁令風波，華為
的業績是否會受到影響？此前華為創
始人任正非曾表示，華為手機海外市
場下滑40%，但國內市場增長很快。
華為副董事長胡厚崑曾表示，華為通
過自研產品和尋找其他供應商的方

式，減少供應受實體清單影響。

華為上半年收入續增
梁華回應稱，目前華為業務運營正

常，上半年收入仍保持增長，上半年
業績報告將於本月底發佈。
對於華為設備的安全問題，《2018
年可持續發展報告》稱，過去30年，
華為和運營商一起建設了1,500多張
網絡。事實證明，這些網絡沒有發生
大面積網絡癱瘓，也沒有任何證據證
明華為的設備有後門。

願與各國簽「無後門」協議
梁華表示，「華為從來沒有收到

過要求華為收集情報的要求」。中
國也沒有任何法律法規要求企業從
事收集情報工作。華為向各國政府
表態，願意簽署「無後門」「無間
諜」協議。
此外，外界還非常關注華為自主研

發的「鴻蒙」操作系統。該系統是在
安卓停止對華為部分服務後曝光的。
梁華表示，鴻蒙是為物聯網開發的

系統，用於自動駕駛、遠程醫療等低
時延環境。華為手機還是把開放的安
卓系統和生態作為首選。

美放鬆禁令 華為促取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
發言人耿爽昨日表示，中方對加拿大官
員近來屢次就孟晚舟事件和中加關係發
表錯誤言論表示強烈不滿，強烈敦促加
方認真對待中方立場，立即釋放孟晚舟
女士，確保她平安回到中國。
據報道，加拿大外長弗里蘭近日接受

採訪稱，加方遵守法治原則，依據加美
引渡條約逮捕孟晚舟，其中不存在政治
干預，她對當前加中關係面臨困難感到
痛心，但百分之百確信加方作出了正確

決定。她還聲稱，加前總理克雷蒂安關
於加司法部長終止對孟晚舟案引渡審理
的提議是錯誤的。
耿爽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回答相關提

問時說，中方對加官員近來屢次就孟晚
舟事件和中加關係發表錯誤言論表示強
烈不滿。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場是
明確的、堅定的。美加兩國濫用其雙邊
引渡條約，對中國公民任意採取強制措
施，是對中國公民合法權益的嚴重侵
犯，這是一宗嚴重的政治事件。

中方促加國釋放孟晚舟

■梁華表示，
美國把華為放
入「實體清
單」是沒有任
何事實和依據
的。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
投行」）第四屆理事會年會於盧森
堡開幕前夕，亞投行副行長兼秘書
長艾德明表示，首次在歐洲國家舉
辦理事會年會具有很強的標誌性意
義，標誌着亞投行是一家融合了歐
洲治理水平和項目標準、屬於亞洲
的銀行。
此次年會的舉辦地盧森堡，是亞

投行理事會年會首度走出亞洲、落
戶域外的歐洲國家。「我認為這具
有非常強的標誌性意義。」艾德明
指出，亞投行53個創始成員國中
的歐洲國家在其建立和運營過程中
發揮了重要作用。事實上，許多來
自歐洲的理念，特別是像治理機制
和項目標準，從創始之初便融入了
亞投行的發展。

兼具歐洲特質
「我們是一家『亞洲的銀行』，
但我們同時具有許多歐洲特質。因
此，此次在歐洲舉辦年會，將有益
於世人了解這一點。」艾德明同時
指出，亞投行的歐洲成員們從其成
立之初便選擇加入它，「在金融和
政治上都投下了堅定的一票」。在
這一意義上，在歐洲舉辦年會也確
保亞投行向股東，特別是位於歐洲
的股東負責。
當被問到未來參與歐洲國家提

出的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可能
性，艾德明表示，亞投行的宗旨
之一便是為提升互聯互通水平的
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這既包
括一國之內和不同國家之間，也
包括歐洲與亞洲之間。因此，亞
投行歡迎由歐洲國家提出的任何
有助於支持上述目標的設想。

副行長評開局良好
被問及如何評價亞投行三年來的

運作情況，艾德明認為開局良好：
「我們具備強健的治理水平，並且
樹立了很高的項目標準，成員數已
增長至97個，並且還在全球範圍
內批准新成員加入。亞投行已為全
球16個國家的40個項目提供了總
計超過80億美元的融資─今後數
年，上述數字還將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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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
報道）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舉
辦地—上海的國家會展中心昨日已全面
啟動5G網絡建設，並將於9月底完成
實現全覆蓋。同時，該地也正根據5G
網絡特點，不斷推進包括無人駕駛、智
能機械人服務以及5G直播等示範應用
場景落地。
據悉，國家會展中心將加快推進場館
5G建設及應用試點落地，包括在紅線
範圍內實現全面信號覆蓋的基礎上，在
國家會議中心、改建後的1H、2H館以
及A0辦公樓等區域實現重點高密度信

號覆蓋。不僅如此，具有國內自主知識
產權的新一代定位導航系統還將得以運
用，屆時將探索基於5G的室內定位和
數字導盲等新技術，為參展客商提供更
便捷快速的數字導覽服務，緩解大客流
壓力。
另外，館內的免費公眾Wi-Fi設備亦

全面升級換代，可滿足萬人同用亦保持
200K以上終端速率，並根據需求提供
大帶寬、高密度、高並發等定製化高規
格服務。館內還將更新升級通信設備，
進一步優化無線通信網絡，保障大客流
情況下的手機語音通信順暢等。

國家會展中心啟5G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實習記者 謝文博 北京報道）據海關總署

昨日發佈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14.67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比去年同期增長3.9%。其中，出口7.95萬億元，增長

6.1%；進口 6.72 萬億元，增長 1.4%；貿易順差 1.23 萬億元，擴大

41.6%。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李魁文指出，中國今年的對外貿易仍然表現

出很強的韌性，下半年有望繼續保持平穩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
對中國企業國際化發展中遭遇海外知
識產權糾紛和訴訟明顯增多的情況，
國家海外知識產權糾紛應對指導中心
近日已正式成立。
該中心旨在構建國家層面海外知識

產權糾紛信息收集和發佈渠道，建立
中國企業海外知識產權糾紛應對指導
與協助機制，提高企業「走出去」過
程中的知識產權糾紛防控意識和糾紛
應對能力。
國家知識產權局副局長甘紹寧希望

該中心既要做企業海外維權的「服務

器」，也要做海外規則的「擴音
器」，還要做企業國際化發展知識產
權能力提升的「助推器」，推動更多
中國企業了解、尊重和運用其他國家
或地區的知識產權制度規則，提升海
外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能力。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會長盧

鵬起表示，中國海外知識產權權益是
中國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
中國最大的貿易投資促進機構，貿促
會高度重視並期待與國家知識產權局
加強深入合作，共同服務好企業知識
產權海外維權與糾紛應對。

國家海外知識產權糾紛應對指導中心成立

中美經貿摩擦影響持續顯現，數據顯
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對美進出口1.75

萬億元，同比下降9%，貿易順差9,548.1億
元，擴大 12%。中國對美出口1.35 萬億
元，同比下降2.6%；自美進口3,993.8億
元，同比下降25.7%。「應當說，中美經貿
摩擦給我們外貿帶來一定壓力，但影響總
體可控。」李魁文表示，儘管中美雙邊貿
易數據有所下降，但中國外貿整體進出口
數字依然保持增長，全球仍高度看好中國
市場的潛力。

美貿保負面影響浮現
事實上，中美貿易在經歷了去年「搶出
口」的虛假繁榮後，今年一季度就迎來了
雙邊進出口的大幅下降。「美國的貿易保
護主義終於產生了負面影響。」 中國商務
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指
出，中美貿易逆差的增多也說明中國的產

品並沒有美國人想像中那麼容易取代。而
美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現在看來困難會
比較大，所以貿易戰無疑是擴大了矛盾。
在中美貿易摩擦影響下，中國外貿仍然
上升的原因來源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及地區進出口的增速高於全國進出口整體
增速。上半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及地區合計進出口4.24萬億元，增長
9.7%，高出全國進出口整體增速5.8個百分
點，佔中國進出口總值的28.9%，比重提升
了1.5個百分點。其中，對俄羅斯、沙特阿
拉伯、埃及進出口分別增長11.5%、34%和
11%。李魁文稱，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及地區的貿易合作潛力正在持續釋放，成
為拉動外貿的新動力。

初步達成「穩增長」
白明表示，上半年外貿取得增長，實際

上初步完成了中央提出的「穩增長」任

務。但是下半年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不
能掉以輕心。「以前10%的增長也是可能
的，現在能夠同期增長3.9%已經相當不容
易。因為我們既面臨着內部的成本上升，
又面臨着貿易戰挑戰和東南亞國家的競
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壓力比任何時
候都大。」
他指出，中國下半年外貿的不確定性相當

大。中美雖然暫時達成了續談意向，但是美
國仍有出爾反爾的毛病。因此，中國要把
「穩增長」逐步落實到位，比如上調出口關
稅和促進貿易多元化。此外，中國要聚焦東
盟和歐盟這兩大市場，他們發揮着重要的作
用，上半年都實現了進出口兩位數以上的增
長，這將填補對美進出口的下降。
李魁文提出，當前單邊主義、貿易保護

主義抬頭，全球貿易增長的動力減弱。但
從海關調研的情況來看，大多數外貿企業
對未來的發展仍是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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