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2019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五

責任編輯 禹光 田詩文

經濟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8

京:貿易摩擦對經濟影響完全可控
【香港商報訊】中國商
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昨日
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美方單方面不斷升級
貿易摩擦，使中美經貿磋
商嚴重受挫。如果美對華
3000 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徵
關稅，中方將不得不作出必要反應。他指現時狀況對
中國經濟 「影響完全可控」。此前，中國已出台了穩
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
「六穩」措施，已經取得相當成效。

若美一意孤行 中方將反擊
5 月 13 日，美方宣布啟動對約 3000 億美元中國輸美
商品加徵關稅的程序。對此，高峰說，美方霸凌主
義、極限施壓的做法違背多邊貿易規則，中方對此堅
決反對。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將不得不作出必要

反應。
他強調，中方從來不畏懼任何壓力，也有信心、有
決心、有能力應對任何風險和挑戰。 「中方始終認
為，不斷加徵關稅的做法無益於經貿問題解決。」高
峰表示，中方不願打貿易戰，但也不怕打貿易戰，對
於美方加徵關稅的錯誤做法，中方不得不採取必要反
制措施。
此前，美國已將對華 2000 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徵關稅
稅率從 10%提高到 25%。作為反制，中國也宣布對進
口自美國的 600 億美元商品加徵從 5%到 25%不等的關
稅。
高峰稱，現有關稅措施對中國經濟 「影響完全可
控」。此前，中國已出台了穩就業、穩金融、穩外
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 「六穩」措施，已經取
得相當成效。今後，中國將進一步實施好 「六穩」措
施，解決企業面臨的困難。此外，中國還將密切關注
國內消費品價格走勢變化，及時採取必要措施。

他指出，美方提高關稅只會給中美經貿磋商帶來更
大的困難。中方敦促美方及早取消錯誤做法，避免對
中美兩國企業和消費者造成更大損失，對世界經濟造
成衰退性影響。

必須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二是必須守信用，就是必須
言行一致，不得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中方不掌握美方來華計劃

儘管貿易摩擦加劇，美國對華投資仍然保持增長。
商務部昨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前 4 個月美國對華
投資同比增長 24.3%。是同期中國吸收外資整體增速
的近四倍。

15 日，美國財長鉧欽表示，美中雙方在第 11 輪中美
經貿高級別磋商中進行了建設性會談，他和萊特希澤
貿易代表期待在不遠的未來前往北京繼續磋商。
對此，高峰稱，中方 「不掌握美方來華磋商的計
劃」。他指出，在第 11 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中，雙
方進行了坦誠的、建設性的交流。 「但令人十分遺憾
的是，美方單方面不斷升級貿易摩擦，使中美經貿磋
商嚴重受挫。」
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表示，中方一直認為
通過對話解決問題才是正道，但是談判要有意義，就必
須有誠意。「我們必須強調兩點：一是必須講原則，就是

前 4 月美對華投資增 24.3%

華挺 WTO 重塑權威性
另外，高峰昨日就世貿改革 「中國方案」表示，目
前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
性和有效性受到嚴重挑戰，中方認為，應該從解決危及
世貿組織生存的關鍵和緊迫性問題、增加世貿組織在
全球經濟治理中的相關性、提高世貿組織的運行效率
和增強多邊貿易體制的包容性等四個領域行動，中方
願與各成員一道，重塑世貿組織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美貿易戰「組合拳」打壓華為
中企應加強核心技術研發
全球 5G 專利能力榜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道：當地時間 15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
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國進入緊急狀態，在此緊急狀態下，美國企業不得
使用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企業所生產的電信設備。
諸多分析認為，雖未明言，但美國此舉針對的就是華為，這是在為禁
止美企與華為的業務往來鋪平道路。另外，美國商務部 15 日發表聲明
稱，正將華為及其 70 個關聯企業列入美方 「實體清單」 ，禁止華為在未
經美國政府批准的情況下從美國企業獲得元器件和相關技術。專家認
為，美國對華為的圍堵是 「貿易戰組合拳」 中的一步，旨在打壓中國的
高端科技發展。

「國家安全」概念不應被濫用

中國與華為都已做好準備

對於美國的 「圍堵」，華為方面表態稱，華為是
5G 電信設備領域無可比擬的領導者，我們也願意和
美國政府溝通保障產品安全的措施。如果美國限制華
為，不會讓美國更安全，也不會使美國更強大，只會
迫使美國使用劣質而昂貴的替代設備，在 5G 網絡建
設中落後於其他國家，最終傷害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的
利益。不合理的限制也會侵犯華為的權利，引發其他
嚴重的法律問題。
中國商務部則回應稱，中方多次強調， 「國家安
全」概念不應該被濫用，不應該成為推行貿易保護主
義的工具。希望有關國家尊重市場規則，為包括中國
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創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
環境。中方一貫要求中國企業認真嚴格執行國家出口
管制相關法律法規，履行出口管制國際義務，在海外
經營過程中，遵守相關國家的法律政策，合法合規開
展經營。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國家根據自己的國內法對
中國的實體實施單邊制裁，也反對泛化國家安全概
念、濫用出口管制措施。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利。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馬占江在接受
本報採訪時表示，美國與其說是針對華為，不如說
是 針 對 中 國 。 美 國 對 華 為 的 圍 堵 是 「貿 易 戰 組 合
拳」中的一步，旨在打壓中國的高端科技發展。但
從這段時間華為的一系列的作為和表態來看，對於
美國的做法華為並非沒有預料，並且對此也有所準
備。所以，大家對此並沒有像此前 「孟晚舟事件」
時那麼震驚。自從中興遭受美國制裁以來，中國的
手機企業都開始注重晶片的研發了，華為更是宣布
已經取得了突破。所以未來華為肯定不會放棄與其
他國家企業的合作機會，但也絕對不會再過度依賴
外國的企業。華為只有將自己的技術達到一定高
度，未來才能抵禦更大的風浪。
在 「中興事件」發生後，部分中企已經開始逐步展
開國產化，減少對美國產品的依賴。比如華為，中信
建投於今年 3 月發布研報指出，華為通過對內加大海
思的投入，手機領域已經達到 70%的晶片自給率。此
外，華為對關鍵元器件提前備貨，由半年拉長到兩年
庫存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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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沈逸認為，華為不是中
興。即使被美國切斷與美國企業的所有業務往來，華
為也不會遭受到中興那麼大的損失。

華為：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華為昨晚發布聲明表示反對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
局（BIS）的決定。華為稱，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
益，會對與華為合作的美國公司造成巨大的經濟損
失，影響美國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也破壞了全球供
應鏈的合作和互信。
華為還強調將盡快就此事尋求和解決方案，採取積
極措施，降低此事件的影響。

外部仍有可爭取的盟友
美國除了自己抵制華為之外，還不斷向歐洲國家施
壓，以間諜活動擔憂為由要求他們排斥華為。不過，
一些歐洲國家對此似乎並不感冒。德國總理默克爾就
表示，5G 是一項複雜且極具應用性的技術，而這種
技術正是德國所需要的，德國聯邦政府不會因為國家
背景等外界因素而將某一企業排除在外。對於參與德
國 5G 頻譜競標活動的企業，負責人員會公平公正地
對其進行審核，根據要求選擇最為合適的合作方，華
為不僅在 5G 技術的研發上佔據着絕對的優勢，價格
也相對合理，他們不會因為特定的國家而否定這家公
司。
英國政府也將就是否允許華為在其 5G 網絡建設中
的參與程度做出決定，雖然沒有明確表態，但總歸還
是可以談判的對象。華為董事長梁華 5 月 14 日在倫敦
表示，華為願意與西方國家簽署無監控協議。
馬占江表示，目前，歐洲國家相對於美國、澳大利
亞、加拿大等國來說，對華為相對友好，這是因為歐
洲對美國相對獨立，在貿易戰中不想與美國綁在一個
戰車上，何況歐洲自己也承受着美國 「貿易大棒」的
打擊。對中國和中國企業來說，歐洲、日本和韓國在
美國挑起的貿易戰中都是可以爭取的盟友。當然，在
重大技術領域，歐洲也不一定會與中國站在同一戰線
上，說到底中國企業還是要走自立自強之道。

4 月實際使用外資 629.5 億元
【香港商報訊】商務部發言人高峰昨日介紹稱，
今年 1-4 月，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13039 家；
實際使用外資 3052.4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6.4%；
2019 年 1-4 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 148 個國
家和地區的 2608 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對外直
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 2334.1 億元人民幣（折合
346.4 億美元），同比增長 3.3%。
高峰指出，2019 年 1-4 月全國吸收外資的主要特
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實際使用外資持續穩定增長。
二是高技術製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均保持較高增
速。數據顯示，高技術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 334.1 億
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2.3%；高技術服務業實際使用
外資 524.8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73.4%。
三是中西部地區、自貿試驗區吸收外資均穩步增
長。中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 220.7 億元人民幣，同比
增長 4.5%；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 211.6 億元人民
幣，同比增長 9.6%。自貿試驗區實際使用外資同比

2018 年研發投入
貢獻力
發展潛力
總分
（滿分 30）
（滿分 25） （滿分 5）

排名

增長 11.8%，佔比為 11.9%。
四是主要投資來源地投資增速不減。主要投資來
源地中，香港地區、韓國、日本、美國、德國對內
地 投 資 分 別 增 長 3.9% 、 114.1% 、 3% 、 24.3% 和
101.1%；歐盟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 17.7%。
高峰還表示，下一步，將堅持新發展理念，優化
營商環境，提升開放水平，推進國家級經濟開發區
的產業升級，將國家級經濟開發區打造成改革開放
的新高地。

4 月份 70 城
房價穩中略升
【香港商報訊】
受到信貸環境相對
寬鬆等因素影響，
4 月份，中國一二
三線城市房價穩中略升。
國家統計局昨日發布的數據顯示，70 個大中城市
中，4 月份新房價格環比上漲城市為 67 個，比上月
增加 2 個。上漲城市數量回升至歷史高位。二手住
宅方面，房價上漲城市數量降為 55 個，比上月減少
2 個。
諸葛找房數據研究中心分析師國仕英指出，據其
測算，70 個城市中，新房上漲城市房價平均漲幅為
0.65%，漲幅環比收窄 0.03 個百分點。二手房上漲城
市平均漲幅為 0.74%，漲幅環比擴大 0.13 個百分點。
分各線城市來看，數據顯示，4 月份，中國 4 個一
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漲 0.6%，漲幅
比上月擴大 0.4 個百分點。31 個二線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銷售價格環比上漲 0.8%，漲幅比上月擴大 0.2 個百
分點。35 個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
漲 0.5%，漲幅比上月回落 0.2 個百分點。一二三城市
新房價格環比均有小幅上漲，但漲幅均未超過 1%。

樓市總體趨於穩定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指出，新房
上漲城市數量升至高位，這與近期的銀行貸款政策
相對寬鬆、購房需求積極釋放等因素有關。後續繼
續落實 「一城一策」等政策內容的城市數量料將增
加。
國仕英表示，從上述信息可看出，4 月份中國大中
城市新房市場整體仍較活躍，房價上漲城市數量增
多。二手房受市場調控表現明顯，上漲城市數量下
滑。儘管 70 城市新房、二手銷售價格表現不一，但
是市場總體趨於穩定。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亦發布
報告稱，未來 6 至 12 個月中國房地產業的銷售及庫
存水平將略微轉弱，但總體業務狀況依然處於穩定
展望的基準範圍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