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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與美方牽頭人通話 就美擬加徵稅嚴正交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晚，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
中方牽頭人劉鶴應約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
政部長姆努欽通話。中方就美方擬於 9 月 1 日對中
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問題進行了嚴正交涉。雙方約
定在未來兩周內再次通話。商務部部長鍾山、中國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等參
加通話。
中美第十二輪經貿磋商於 7 月 30 日至
31日在上海舉行。

中國商務部在會後的聲明中說，雙方討論了中方根
據國內需要增加自美農產品採購以及美方將為採購
創造良好條件，並確定於 9 月在美舉行下一輪經貿
高級別磋商。
但是美方在本輪會談結束後，隨即宣稱將對
3,000 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 10%關稅，嚴重違
背中美兩國元首大阪會晤共識。美國財政部並在 8
月 5 日違背基本世界貿易和國際金融的常識和專業
精神，以不干預匯率貶值為由將中國列為「匯率操
縱國」，罔顧美國保護主義下單邊關稅升級導致國
際金融市場普遍調整的基本事實，也與

美國 5 月發佈的《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宏觀經濟和外
匯政策報告》結論不一致。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評論美方相關行為是「升級貿
易爭端的惡劣行徑」。發言人在 6 日的記者會上指
出，「美方這一任性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行為是
對國際規則的公然踐踏和挑釁，破壞了全球關於匯
率問題的多邊共識，不僅不利於理性、務實地解決
中美經貿問題，還將嚴重破壞國際金融秩序，阻礙
國際貿易和全球經濟復甦，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她說，「中方敦促美方盡快回歸理性，糾正錯誤做
法，以免對兩國關係造成進一步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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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再擴服務業外資准入
允投資基因診斷治療 獨資旅行社經營出境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昨日上海出台《上海市新
一輪服務業擴大開放若干措施》，進一步放寬了服務業外資市場准入
限制，提升服務貿易便利化水平，將上海打造成為服務業開放的新高
地。上海市副市長許昆林表示，上海第三產業增加值已佔全市生產總
值的 71.2%，在當前全球貿易持續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思潮不斷抬頭
的形勢下，《措施》的出台將讓上海迎來更加多元化的開放新格局。
新政」，到後來的
從此前的上海「33
「改革開放 100 條」，再到如今 40

條新舉措出現，上海在吸引外資，人才
引進等方面取得了眾多突破與成果。
2017 年，上海支持外商投資參與基礎設
施建設，亦鼓勵外商投資先進製造業，
率先在基建以及製造行業開放了外商投
資准入門檻，而去年「改革開放 100 條」
中，則尤其提到進一步開放現代服務業
體系，於放寬服務業市場准入方面，提
出了涉及法律、航運等領域共 8 條措施，
並取消了多項限制。
此次公佈的《措施》，則是在去年
「100 條」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放，40 條政
策中有 8 條涉及外資准入方面的進一步開
放，涉及投資、文化娛樂、旅遊、出
版、拍賣、衛生、商貿等企業投資比較
旺盛、開放呼聲比較高的服務產業，部
分領域亦是全新探索。例如外商在滬設
立投資性公司，首次取消了對外國投資
者在中國境內已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數
量要求（此前企業數量要求為 5 個及以
上），並將推進醫療科技領域的項目合
作和取消外資准入限制，爭取允許外商
投資人體幹細胞、基因診斷與治療技術
開發和應用，以及探索允許在滬設立的
外商獨資經營旅行社，試點經營中國公
民出境旅遊業務（赴台灣地區除外）
等。

前7月實到外資增13.8%
據介紹，今年1月至7月，上海新設外資
項目達到4,105個，同比增長58.3%，合同
外資275.52億美元，同比增長9.6%，實到
外資114.48億美元，同比增長13.8%，實現
了三個同步增長。上海市發展改革委副主
任朱民介紹，上海「擴大開放 100 條」中
90%的政策措施已經產生了實際的效果，例
如金融行業，在上海的銀行、證券、保險、
期貨、消費金融等領域落地的外資項目已
超過40項，而在服務業和製造業開放領域，
自政策發佈一年以來，新設外商投資性公
司已將近30家。許昆林說，冀將上海打造
成為內地設立外商投資性公司最便捷、跨
國公司投資功能最集中的城市。

港專業人才可自貿區執業
另外，在滬港澳合作方面，《措施》還
提出，上海將探索允許具有港澳執業資格
的規劃等領域專業人才，經相關部門或機
構備案後，為自貿試驗區內企業提供專業
服務。而在吸引人才方面，上海還將加快
培育服務業領域專業技術人才，並探索允
許境外專業人才在自貿試驗區參與內地相
關職業資格考試，並在自貿試驗區範圍內
執業等。上海市商務委主任華源表示，將
盡快推動《措施》落地，並會通過多方式
進行落地後的評估，以更好完善措施施行。

強化航運政策配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作為中國的航運中心以及科創中
心，上海此次在吸引外商投資航運方面
加碼，《措施》指出，將強化現代航運
服務業對外輻射能力，並提升全球航運
資源配置能力。
例如 上 海 將 進 一 步 優 化 上 海 空 域 資
源，加強對「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航
權對等開放，提高機場航班密度，合理
釋放有利於航空貨運樞紐建設的貨機航
班時刻。積極申請浦東國際機場、虹橋
國際機場空運整車進口口岸資質。
同時，上海還將推進符合條件的外國
船級社對自貿試驗區內登記的國際航行
船舶實施法定檢驗和單一船級檢驗，促
進外國船級社與中國船級社實施有條件
的法定船用產品檢驗互認，形成船舶檢
驗領域的良性競爭。而在提升對全球創
新資源的集聚能力，助力科創中心建設
方面，上海還將着力構築數字貿易先發

優勢，並試點建設數字貿易交易促進平
台，拓展與國際標準相接軌的數字版權
確權、估價和交易流程服務功能，建設
數字內容和產品資源庫。
同時，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上海還將
拓展境內外技術合作新空間，聚焦產業鏈
關鍵核心環節、關鍵零部件環節，探索
完善財稅等相關政策，加大對跨國公司
轉讓至境內的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
另外，上海市商務委主任華源介紹，
此次《措施》中允許跨境電商零售出口
採取「清單核放、匯總統計」方式辦理
報關手續，目前該政策已經在上海落地
實施，並有兩家企業開展了試點。據介
紹，政策實施後，對沒有出口退稅需求
的企業，就不再要求申報報關單，通關
手續得到大幅簡化。去年，上海跨境電
商出口模式還實現了零的突破，實現了
出口通關、退免稅、外匯結算、物流運
輸等全流程業務貫通。

新政亮點速覽
准入：允許外商獨資開設演出經紀機構、服務中國公民出境遊以及投資人體幹
細胞、基因診斷與治療技術開發和應用
貿易：支持跨境電商出口模式發展
科創：試點建設數字貿易交易促進平台
航運：加強對「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航權對等開放
金融：促進知識產權價值轉化
人才：探索允許具有港澳執業資格的規劃等領域專業人才在滬規定範圍內服
務、試點設立長三角外籍人士子女的外籍人員子女學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進一步開放現代服務業體系，放寬法律、航運等領域市場准入。圖為在位於上海臨港新城的自貿區滾裝碼頭上，工作人員將卸下
船的車輛開到碼頭指定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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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外資總部集聚 升資金使用自由度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澎湃新聞報
道，上海最新發佈的《促進跨國公司地區
總部發展的若干意見》30 條政策措施，進
一步優化了總部認定標準，更加符合跨國
公司發展的實際，將地區總部母公司總資
產要求放寬至 2 億美元，將總部型機構母公
司總資產要求放寬至 1 億美元。《若干意
見》提出，為加快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等功
能性機構集聚上海、拓展功能和提升能
級，上海將進一步提高跨國公司資金使用
自由度和便利度。
截至目前，上海累計吸引跨國公司地區
總部超過 700 家。根據 2018 年外商投資企
業年報數據，跨國公司地區總部以佔上海
全市外資企業 1.34%的企業數，貢獻了 10%
的營業收入、17%的利潤總額、12%的納稅
總額和超過6%的從業人數。
《若干意見》在提高跨國公司地區總部
資金使用自由度和便利度上出台了多條重
磅舉措。
例如，將便利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總部
型機構境內外資金運營管理。允許其在跨
境資金池業務下集中運營管理公司成員企
業境內外資金，按照集團商業模式開展資
金歸集、調撥、結算、套保、投資、融資
等業務。
《若干意見》支持跨國公司地區總部、

■上海外灘
金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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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型機構在跨境資金池業務下開展本外
幣全幣種跨境收付。跨國公司地區總部、
總部型機構可以通過多幣種（含人民幣）
國內資金賬戶辦理跨境資金集中運營各項
業務。
《若干意見》提出，將便利跨國公司地
區總部、總部型機構外籍員工合法人民幣
收入的購付匯及經常項目境外匯入外匯資
金的結匯使用。便利跨國公司地區總部、
總部型機構外籍員工按照規定參與境內證
券市場投資。

國家外匯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副局長吳水
平介紹，針對跨國公司資金運作的難點和
痛點，上海便利地區總部境內外資金運營
管理，實現「跨國公司內部資金打通、境
內與境外資金打通、經常與資本項下資金
打通、人民幣與外幣資金打通」四個打
通，支持總部企業開展離岸轉手買賣，支
持符合條件的總部企業進入銀行間外匯市
場參與外匯交易和外幣拆借交易，加強自
由貿易賬戶投資功能，更好地支持企業投
融資需求。

內地前 7 月實際使用外資增 7.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商務部昨
日公佈數據顯示，今年前 7 個月，內地新設
外商投資企業超 2.4 萬家，實際使用外資金
額超5,30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3%。
根據商務部數據，2019 年 1 月至 7 月，內
地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24,050 家，實際使
用外資金額 5,331.4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7.3%；以美元計，實際使用外資為788億美
元，同比增長3.6%。
7 月當月，實際使用外資 548.2 億元人民
幣，同比增長 8.7%，以美元計 80.7 億美
元，同比增長4.1%。

吸收外資結構持續優化
內地吸收外資結構持續優化。據商務部
外資司副司長朱冰介紹，高技術製造業和
高技術服務業均保持較高增速。前 7 個月，

內地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
43.1%，佔比達 29.3%。其中，高技術製造
業和高技術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分別同比
增長19%和63.2%。
從地域看，東中西部地區、自貿試驗區
普遍增長。其中，西部地區吸收外資增速
明顯，前 7 個月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
25.2%。自貿試驗區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
14.6%，佔比為14.2%。

投資來源地投資增速不減

■今年前 7 個月，內地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超
5,30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3%。
網上圖片

主要投資來源地投資增速不減。前 7 個
月，德國、韓國、日本、荷蘭對華投資分
別增長 72.4%、69.7%、12.6%和 14.3%；
歐盟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 18.3%；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際投入外資金額
同比增長5%（含通過自由港投資數據）。

近期，出台新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以
及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上海自貿試驗區臨
港新片區正式設立等一系列擴大開放舉措，對
穩外資發揮了積極作用。業內人士指出，未來
隨着一系列擴大開放的重大舉措加緊落實，內
地吸收外資有望保持平穩向好態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