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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戰食惡果 美八月對華逆差3000億
創半年新高 損人亦拖累經濟增長

大公報記者
美國商務部5日公布數據顯示，美國8
月份商品和服務貿易逆差，從之前一個月
修正後的500億美元擴大6.4%，達到532億
美元。8月份進口增長0.6%，出口下降0.8%
。大豆出口減少10億美元，降至25.8億美
元，降幅28%。

進口增至2627億美元

張寶峰北京報道
，必然會向美國出口商品。
另據彭博社報道，貿易逆差擴大勢必
拖累美國第三季度經濟。在之前的第二季
度，貿易逆差收窄幫助推動美國經濟增速
達到2014年以來最快。最新數據顯示，美
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商
品加徵關稅開始對美國經濟增長構成壓力
。加徵關稅提高了商品價格，擾亂了商業
活動，拖累了本應會以穩固步伐增長的美
國經濟。白明表示，美國四處發起貿易摩
擦，反過來，別國對它進行反制的影響也
會更大。現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
出台了反制措施，所以可以預見，今後美
國向其他國家的出口也必將更加困難。

數據有助觀望者認清形勢
張永軍還表示，美國國內會有兩種聲
音，一種會認為貿易逆差還很大，提高關
稅的力度還應該加大。但更多的人應該能
認識到，貿易戰解決不了貿易逆差大，提
高關稅的政策是不對的，這個呼聲必然更
高。白明也認為，在美國，反對貿易戰和
支持貿易戰都有相對固定的人，但還有很
多人處於兩者之間，尚看不清楚這種措施
到底管不管用，到底能不能給美國帶來福
利，如今最新的經貿數據，肯定會幫助這
些觀望者認清形勢。

貿戰升級拖累美國經濟
•8月，工業用品和材料
出 口 下 降 24 億 美 元 ，
食品、飼料和飲料下降
12 億 美 元 ， 消 費 品 上
漲16億美元。

8月美逆差增至半年高位
貿易逆差：
季節調整後
貿易逆差：
貿易戰期間

2018年8月
532升6.4%

•截至8月，美國與中國的赤字
為2611億美元，其中386億美
元來自8月份，而對墨西哥貿
易赤字刷新歷史紀錄高位至87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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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工商界反對B20歪曲中企議題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2018年
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B20）5日在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利斯落幕。對B20提交的政策
建議文件，中國工商界發表聲明表示堅決
反對。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和B20中國
工商理事會分別代表中國工商界發表聲明
指出，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和中國國
際商會組織中國工商界積極參與B20進程
，在各議題工作組提出了多項建設性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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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會展中心（上海）南廣場燈光柱
▲
亮起，吉祥物 進寶 的圖案也裝飾到
位
新華網

【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路透社報
道：當地時間4日，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發
言人楊雲東就加美貿易協定32.10條款涉 「
非市場經濟國家」等問題對媒體回應表示
，中方反對在WTO框架外杜撰 「市場經濟
國家」和 「非市場經濟國家」等概念，實
質上這是有關國家為推卸自身責任、拒不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開放
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後。中國改革開
放40年的實踐，印證了市場的效率和開
放的能量。進入新時代，中國擴大開放
正在為自由貿易和多邊合作的時代主旋
律提供有力支撐。
今年國慶節前夕，中國國務院關稅
稅則委員會宣布，將降低部分商品的最
惠國稅率。至此，今年以來經過連續多
次自主調整，中國關稅總水平較上年實
現了23%的平均降幅。
從取消抗癌藥等藥品進口關稅，到
放寬汽車等行業外資股比限制，再到允
許外資控股合資券商─中國開放力度
不斷加大。從着力推動財稅制度改革，
到建立完善商事制度，再到降低准入門
檻、破除行業壟斷─中國改革指向漸
趨深化。
過去5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
率超過30%。未來15年，中國預計將進口
24萬億美元商品；吸收2萬億美元境外直
接投資，對外投資總額將達到2萬億美元

洲、南部非洲飄洋過海、日夜兼程趕往中
國上海。
來自中國國際進口博覽局的數據顯示
，進口博覽會2800多家參展企業中，不僅
有G20全部成員，覆蓋超過50個 「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全球44個最不發達
國家中，也將有超過30個前來進口博覽會
，簽約參展的企業達到150多個。
延續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的熱潮，
首屆進口博覽會將續寫中非友好樂章。目
前，進口博覽會已經有43個非洲國家確認
參會、190多個企業確認參展，埃及的椰
棗、埃塞俄比亞的咖啡、南非的大象酒等
將進入更多中國家庭。
「博覽會將為發展開放型經濟、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新型的國際公共產品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局副局長、國家會
展中心董事長孫成海說， 「如何讓最不發
達國家參與進口博覽會、分享中國的成長
，是此次博覽會的工作重點之一。」博覽
會為每個參會的不發達國家免費提供2個
標準展位，最不發達國家反應積極。

履行自己所做國際承諾所找的藉口，是不
誠信的表現。
加拿大媒體日前就上述問題詢問中國
駐加使館有何評論。楊雲東表示，中國堅
定支持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支
持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我們對有關國
家公然干涉別國主權的霸權行徑表示譴責

山
▲東濰坊一家汽車配件廠工人在工作
資料圖片

進口博覽會倒計時 非43國參加

目前，國家會展中心（上海）周邊的
15條配套道路建設完成，改建和集中控制
系統建設工作基本完成，重點配套項目虹
橋商務區二層步廊東延伸及五號停車場竣
工；優化提升會展中心周邊交通一體化指
引，開發交通導引APP，地面公交增設8條
短駁公交線，每天安排100輛應急公交備
車，確保交通 「進得來、出得去、行得暢
」……上海，每一個細節全力以赴。
各類展品正從西歐、南太平洋、中美

（億美元）

中國經濟新開放帶動全球增長
。誠如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斯蒂芬
．羅奇所言，世界經濟只會從中國經濟
轉型中獲益， 「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
更需要一個成功的中國」。
目前，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
以不同形式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中
國日益成為新理念提出者、新模式探路
者和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助力提高生
產要素跨境配置效率，促進世界經濟發
展。

▲美國華盛頓州小麥等農產品將因關
稅至少損失4.8億美元
資料圖片

中國駐加使館批美反華霸權條款

﹂

逾2800企業參展

8月美對華逆差再創新高

見和建議，就反對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
義、採取所有制中立原則對待各種所有制
企業、合理推進世貿組織改革等議題表達
了中方的立場和關切，反覆與阿主辦方交
涉，並提交了具體案文修改建議。
聲明說，今年B20政策建議文件罔顧
中國工商界的正當關切和合理訴求，片面
突出國有企業扭曲市場競爭等議題，案文
內容沒有真實體現工商界實際討論和政策
建議精神，也嚴重背離B20協商一致原則。

﹁

【大公報訊】據新華網報道：6日，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啟幕進入30天倒計時
。繼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之後，中國國
際進口博覽會接過中國主動開放的 「接力
棒」。舉辦地上海，全城總動員進入 「進
博時間」。倒排時間、掛圖作戰，注重細
節、精益求精、壓實責任……展館內外，
全面推進重大項目建設、全面優化交通組
織、全面提升城市服務水平，各項保障工
作進入臨戰實戰階段。

2018年
數據來源：美國商務部

•受消費品和汽車進口的推動，8
月份進口增加至2627億美元，
其中汽車、零部件和發動機增
加了10億美元，消費品增加9億
美元。

（來源：華爾街見聞）

新加坡《聯合早報》6日還稱，8月份
，美國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未經調整
的商品貿易逆差從368億美元擴大至創紀錄
的386億美元，同時與墨西哥的貿易逆差從
55億美元擴大至創紀錄的87億美元。此外
，美國8月份出口下降至2094億美元，其他
出口下降的項目包括原油和石油產品。受
消費品和汽車進口的推動，美國8月份進口
增加至2627億美元。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張
永軍對大公報說，這組數據充分說明，通
過打貿易戰、提高關稅措施的辦法，解決
不了貿易逆差的問題。商務部研究院國際
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也對大公報說，美
國經濟有所好轉，所以自然會溢出更多的
消費需求。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貿易
保護主義根本不足以阻擋美國的消費。白
明還說，實際上美國對外界的依存度也很
高，美元是國際貨幣，很多國家拿到美元

美
▼國紐約一家電器商店內銷售的中國產洗衣機 資料圖片

有外媒6日報道指出，美國商務部5日公布數據顯示，美國8月
份貿易逆差擴大至六個月以來最高，達到532億美元（約4168億港
元）。其中，對華貿易逆差擴大至創紀錄的386億美元（約3024億
港元）。報道還稱，這凸顯出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正在拖累經濟增
長。6日，北京多位經濟專家對大公報說，這組數據充分說明，通
過打貿易戰、提高關稅措施的辦法，解決不了貿易逆差的問題。這
樣的事實，也將令美國國內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貿戰之弊，未來反對
貿戰的呼聲必然更高。

，對有關國家經濟主權受到損害感到悲哀
。」楊雲東強調，不管其他國家如何對華
採取貿易限制措施，中方都將按照自己的
節奏堅定推進對外開放，一如既往地與世
界上所有對華平等友善的國家開展互利共
贏的經貿合作。

羅斯揚言複製反華貿易條款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5日表示，在新簽署
的美墨加貿易協定中，一項旨在阻止與中
國達成貿易協議的 「毒丸」（poison pill）
條款，可能會在未來美國與諸如日本和歐
盟等其他國家和地區達成的貿易協定中被
複製。根據這項新的反華貿易條款，如果
美國─墨西哥─加拿大貿易協定（USMCA
）中的任何一個國家與一個 「非市場經濟
國家」簽署貿易協定，另外兩個國家可以
在六個月內自由退出，並達成雙邊貿易協
定。
羅斯還預計，在11月6日國會中期選舉
之前，與中國的貿易談判不會有很大進展。

三中國公民在中非遇襲身亡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駐
中非共和國大使館5日證實，當地時間4日
，3名中國公民在該國西南部城市索索─那
孔波遇害身亡，另有1名中國公民受重傷。
據使館消息，10月4日，一艘載有4名
在當地務工的中國公民和1名中非青年的船
隻在行駛途中傾覆，致使該中非青年失蹤

。幸存中國公民前往當地憲兵隊報案時，
遭一夥暴徒襲擊， 3 名中國公民死亡， 1
人受重傷。當地憲兵隊同時遭到圍攻和
洗劫。
案發後，中國駐中非大使館迅速向中
非方提出嚴正交涉，敦促中非盡快將兇手
繩之以法，並保護在中非中國公民的人身

安全和其他合法權益。
目前，中非政府已向事發地點加派警
力保護中國公民人身財產安全，並派包機
將遇害者遺體和傷者轉移至首都班吉。中
國大使館提醒在中非的中國公民和中資企
業注意安全，如遇緊急情況，應及時報警
並與大使館取得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