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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經濟高層對話獲 10 項共識
【香港商報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中南海紫光
閣會見出席第五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的日本外相河野太
郎以及部分日本政府內閣成員。

中日合作前景可期
李克強表示，中日互為重要近鄰。去年以來，在雙方
共同努力下，兩國關係重回正軌並取得新的發展。雙方
應當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原則基礎上，本着 「以
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推動兩國關係長期健康穩
定發展。
李克強祝賀第五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成功舉行。他強
調，中日同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加強合作不僅符合兩國
利益，也有利於地區及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雙方
都支持自由貿易，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應共同為對
方企業打造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中方堅定不
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歡迎日本企業擴大對華投資。
李克強指出，去年兩國宣布建立中日創新合作機制，
第一次會議已成功舉行，希望兩國在創新領域加強合
作，取得更多務實成果，拓展在金融、第三方市場、旅
遊等領域合作。中方還願同日方及有關各方共同推動中
日 韓 自 貿 區 、 「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關 係 協 定 」
（RCEP）談判進程，為地區國家共同發展創造更大機
遇。
河野太郎等日方官員表示，去年日中兩國總理成功實

現互訪，雙邊關係重回正常軌道，日中經濟高層對話取
得豐碩成果。雙方還舉行了中日創新合作機制首次對
話。這些交往有力推進了新時代日中互惠合作關係。日
方願同中方加強在創新、金融、環保、氫能源、旅遊、
青年、智慧城市、第三方市場等領域的合作與交流，深
化在多邊領域的溝通協調，推動 RCEP 談判年內取得積
極進展。

王毅與河野太郎舉行會談

10 項共識
一、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繼續深入推進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努力構建開放型世
界經濟。
二、日方表示將派遣高級別代表團來華參加中國舉辦的第二屆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致力
於拓展相關合作。
三、繼續推動落實歷屆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成果，加強 G20 機制框架下的合作。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15 日在北京與日本外相河野
太郎舉行會談。
王毅表示，中日關係改善進程還處於起步階段。雙方
要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和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引領下，
加強各層級交往，增進政治互信，使兩國關係始終在正
確軌道上運行。中方歡迎日方派高級別代表團出席第二
屆 「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河野太郎說，日方將堅持並遵守日中四個政治文件，
將日中兩國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共識落到實
處。
雙方還商定恢復日本學生赴華修學旅行。

四、就氣候變化、海洋環境治理、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全球環境議題加強溝通合作。
五、落實領導人共識，共同推進年內結束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推動中日韓自
貿區談判儘快取得實質進展。
六、雙方充分肯定中日創新合作機制首次會議取得的成果，將在更多領域加強交流合作，保護知識產
權，共同推動創新合作不斷取得新進展。
七、進一步深化中日第三方合作。
八、合作應對老齡化挑戰，共同探討相關解決方案，着重加強在老年照護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九、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共同構建公正、公平、非歧視的營商環境，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
多邊貿易體制。
十、積極推進地方經貿合作，推動雙方更多城市間建立經濟合作夥伴關係，推動更多高水平的務實合

為習近平訪日加快協調工作
有日本媒體指，雙方確認為國家主席習近平 6 月到大
阪，出席二十國集團峰會而訪問日本，加快協調工作。

作，更好服務兩國地方區域經濟振興。

蘋果高通陷入專利糾紛

華為願對蘋果開放 5G 芯片
【香港商報訊】據美國財經媒
體 CNBC 報道，華為創始人兼首
席執行官任正非昨日表示，在向
智能手機競爭對手出售高速 5G 芯
片和其它芯片方面，華為持 「開
放態度」 ，其中也包括蘋果公
司。
據悉，蘋果尚未發布能夠支持
5G 的設備。該公司以前在 iPhone
中使用高通和英特爾的數據機，
但其最新設備僅使用後者的芯
片。蘋果和高通陷入了與專利相
關的一系列法律訴訟。

▲巴塞羅那移動大會上，華為工作人員介紹其 5G 產
品。
新華社

德明確華為
可參與 5G 競爭

對知識產權態度或發生轉變
在 CNBC 採訪中，任正非表示，華為將考慮將其
5G 芯片出售給包括蘋果在內的其它智能手機製造
商。 「我們在這方面對蘋果開放。」
高通公司有一款可以支持 5G 的數據機，而英特爾
的產品預計在 2020 年之前不會上市。這意味着如果蘋
果想要在今年發布一款 5G 手機，華為可能成為一種
可行的選擇。
蘋果不太可能使用華為的麒麟 980 處理器，因為它
已經擁有自己的處理器，但卻可能對 5G 芯片感興
趣。
華為 2010 年發布了第一款華為品牌的智能手機，並
在最初幾年以推出廉價設備為主軸，但近年來華為已
經轉移重點，在高端市場持續增加其份額，並與蘋果
和三星展開競爭。華為為此還開發了自己的芯片，包
括為智能手機提供 5G 連接的數據機，以及為其設備
供電的處理器。只是到目前為止，這些技術僅用於華
為的設備。
倘若華為開放自家 5G 芯片，意味上述情況可能會
改變。外媒認為，任正非的發言意味，華為對其自身
知識產權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
任正非還將蘋果稱作 「偉大的公司」，稱其創始人
史蒂夫‧喬布斯是 「偉人」。 「喬布斯先生很偉大，
不是因為他創造了蘋果，而是因為他創造了一個時
代，移動互聯網時代。」
任正非告訴 CNBC， 「說他偉大有點輕描淡寫。我
覺得他超級偉大。」

任正非表示，華為將考慮將其 5G 芯片出售給包括蘋果在內的其它智能手機製造商。
犯了錯誤，但他們從中吸取教訓。 「我們根據成本設
定價格，但成本相對較低。我們的成本很低源自兩個
原因。首先，隨着我們的技術迅速發展，我們設法降
低了產品的成本。其次，由於我們引入的西方管理方
法，我們的運營成本也保持在較低水平。」他說。
「我們將價格設定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這使得
西方公司很難與我們競爭。我們已經對此進行了很多
反思。因此我們提高了價格，現在很多人認為華為很
貴。」任正非補充說。
任正非表示，華為將繼續在研發上做出投入，保守
估計就是 1000 億美元。其實這個很好理解，雖然專利
數量不是衡量一家科技公司的唯一標準，但絕對算得

新華社

上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不會指定華為接班人
此次採訪，任正非還再次給談及了華為 5G 以及華
為接班人等問題。
任正非表示，華為集團的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永生永
世不可能做接班人，因為她沒有技術背景。但任正非
也說道：自己不會指定誰是華為的接班人。要知道，
華為在內部對高管們實行的是輪值制度。
任正非稱，華為的治理章程是力圖實現分權、共
進、制衡，使權力閉合循環，以及在循環中科學更
替。

蘋果高通專利案開庭
自 2017 年年初以來，高通和蘋果之
間有關專利問題的法律戰變得越來越
緊張。
據路透社報道，蘋果公司及其盟友
當地時間 15 日在聖地亞哥出席一場針對芯片供應
商高通公司的庭審。這起訴訟指控高通從事非法專
利授權行為，並尋求高達 270 億美元的賠償。

這 起 訴 訟 源 於 2017 年 初 。 當 時 ， 蘋 果 和 富 士
康、仁寶、和碩及緯創四大代工廠商指控高通收取
了過高的專利使用費，要求其支付高達 270 億美元
的賠償金。
而高通則否認存在不當行為，要求原告方賠付數
十億美元的賠償金，還尋求蘋果及其供應商至少償
還其 70 億美元逾期支付。

承認智能手機戰略錯誤

【香港商報訊】面對美方的施壓，德國監管層如今
給出明確表態，華為將不會被排除在德國 5G 網絡建
設之外。
德國聯邦網絡局局長 Jochen Homann 接受英國《金
融時報》採訪時表示， 德國的立場是，沒有供應商
應被排除在外，華為也包括在內。
在回應美國方面的施壓時，Homann 稱，目前該局
尚未看到任何指向華為的證據。他還指出，華為在
5G 領域擁有大量專利，禁止華為將給德國 5G 網絡運
營商帶來麻煩。
對於上個月德國聯邦網絡局提出的新安全標準，
Homann 指出， 如果華為滿足所有要求，那麼就可以
參與 5G 網絡建設。執行該標準，意味着運營商必須
在選擇系統供應商時十分小心，特別是關於與安全相
關的元件。
另一方面，德國媒體此前曝出美國不再強迫德國封
殺華為，但是條件嚴苛。

澳洲 5G 禁令被華告上 WTO
澳媒稱，中國已就澳大利亞禁止華為參與 5G 網絡
建設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申訴。
據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報道，會議日程顯
示，12 日在 WTO 日內瓦會議上提出的這項申訴沒有
點名華為，而是指向了澳大利亞 「對 5G 設備歧視性
市場准入禁令」。
這項申訴已提交給 WTO 仲裁，而澳大利亞聯邦政
府已經進入了 5 月 18 日大選前的看守模式。

美企再提起 337 調查申請

另一方面，任正非承認華為最初在智能手機戰略中

【香港商報訊】美國 ICON Health & Fitness
公司日前依據《美國 1930 年關稅法》第 337 節規
定，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提出申請，
指控對美出口、在美進口和在美銷售的磁阻有氧
訓練器材及其元件侵犯其專利權，請求 ITC 發起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粤 0306 民初 3921 号
赖定华：
本院受理原告邓翠萍诉被告赖定华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粤 0306
民初 392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内前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四月四日

337 調查，並發布普遍排除令和禁止令。浙江力
玄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為列名被申請人。
美 國 Current Lighting Solution 公 司 、 General
Electric 公司和 Consumer Lighting 公司依據《美
國 1930 年關稅法》第 337 節規定，向美國國際貿
易委員會（ITC）提出申
請，指控對美出口、在
美進口和在美銷售的含
有 PFS 熒 光 粉 的 LED 封
裝及其應用產品侵犯其
專 利 權 ， 請 求 ITC 發 起
337 調查，並發布有限排
除令和禁止令。惠州科
銳半導體照明有限公司
涉案。
另據中國商務部 15 日
消息，商務部決定對原
產於美國的進口乾玉米
酒糟所適用的反傾銷和
反補貼措施進行復審，

本次調查應於 2020 年 4 月 15 日前結束。據悉，
2017 年 1 月 11 日，商務部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
進口乾玉米酒糟實施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
2019 年 2 月 28 日，美國穀物協會申請對原產於
美國的進口乾玉米酒糟所適用的反傾銷和反補
貼措施進行復審調查，終止徵收反傾銷稅和反
補貼稅。

美或在產業補貼方面讓步
中美雙方繼續就經貿議題進行談判，路透社引
述消息人士的話指，美方原本要求中方取消補貼
國內產業，作為達成貿易協議的條件之一，但在
中國強烈反對下立場開始軟化。為爭取在下月達
成協議，華府準備在取消補貼問題上讓步，並將
焦點轉向其他更容易達成協議的領域，包括停止
強制技術轉移、加強保護知識產權和放寬市場准
入等。
另外亦有消息人士指，談判不會完全不提及產
業補貼問題，但就不會詳細或具體地討論相關問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