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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情

商贸 TRADE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急脾气
的人。这一点在他看到“百日计划”
期满后，中美贸易逆差却没有大的
改变时表现得很明显。于是，他马
上就想到了被称为贸易保护核武器
的“301 特别条款”。难怪清华大学
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在近
日一篇文章中如此形容中美经贸关
系：“中美‘蜜月期’可能不期而至，
也可能转瞬即逝。”

还记得，特朗普曾经表态“并
不反对贸易全球化，只是希望寻求
贸易公平”。现在才明白，这句话
中最值得玩味的是“寻求贸易公
平”。众所周知，寻求贸易公平有
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种方法
就是类似启动“301 特别条款”等贸
易制裁手段，用强制方式来达到进
出口贸易平衡；另一种方法就是

“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了解贸易
失衡的内在原因，从而达到对症下
药的目的。

如果特朗普在“情绪激动”的情

况下，“手一抖”就按下了打贸易战
的按钮，启动了“301 特别条款”。
那么，根据这一条款，美国总统能够
单方面实施关税或其它贸易限制，
以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其他国家“不
公平贸易做法”的损害，例如违反贸
易协定或者增加美国企业负担的

“差别对待”等行为。这就意味着中
国产品将面临关税壁垒，甚至进口
限制。这样的后果我们或许可以在
美国著名记者萨拉·邦焦尔尼所写
的《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中一窥究
竟。这本书讲述了萨拉·邦焦尔尼
决定全家一年内不购买“中国制造”
的真实故事。她得出的结论是：离
开“中国制造”的生活是不可想象
的，生活质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想象，中国人民少了“美
国制造”，结果也一样。这说明，在
中美经济发展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
情况下，开打贸易战的结果就是两
败俱伤。

即使特朗普声称要启动“301

特别条款”，依然有值得庆幸的事。
至少，中美两国智库学者在今年 5
月的一次研讨会中就对中美贸易
失衡问题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也
达成了共识：“中国对美国贸易之
所以存在着一定的贸易顺差，是因
为国际产业结构分工造成的，中国
从未主动追求对美贸易的顺差。”

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中美贸
易要想在短期内寻求一种完全的平
衡是不可能的。因为贸易行为是一
种市场行为，中国是不可能回到过
去那种靠进出口配额的计划经济体
制方式去减少对美国出口。那么在
解决贸易失衡的问题上，中美双方
应该作为一揽子平衡方案来探讨。

除了中方逐步扩大从美国进口
商品、美国需要逐步解决掉高科技
产品出口限制问题之外，一些专家
学者认为，中企扩大对美投资也是
好办法。有数据显示，中企在美投
资规模还将要扩大，截止 2016 年
底，美国在中国投资累计 800 亿美

元，企业大体 7 万个，而同期中国在
美国有 3000 家企业，投资近 700 亿
美元。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
话，可以预见，一部分中企将直接到
美开设工厂，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一
些中国对美出口，还有可能为美国
的出口作出重要贡献。

“我们不要为了昨天的问题而
制裁明天。”在近日举办的中美企业
家峰会媒体吹风会上，马云一语道
出了企业家的心声。向着美好的明
天，中国已经迈出了脚步。比如，中
国为增加从美国进口、扩大美国就
业做出了诸多努力，包括出台开放
进口美国牛肉等政策。这是自中美
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以来，中美
关系沿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轨道不断向前推进
所取得的结果。在此，我们希望美
国也向中美经贸关系美好的明天迈
出坚定的一步，丢掉“301 特别条
款”这个“核武器”的按钮，抛出进一
步对外开放的橄榄枝。

不要因为昨天的问题制裁明天
■ 张凡

从黄海之滨到里海之畔，“丝
绸之路经济带”为广袤的亚欧大陆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8 月 2 日，第
五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在江苏
省连云港市举行。本届论坛以“架
设丝路合作桥梁，共促和平发展繁
荣”为主题，来自中国和中亚五国
的官员、工商业人士等 200 余人齐
聚一堂，围绕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
关系及地区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热
烈讨论。

连云港与身处亚欧大陆腹地
的中亚早已结缘：在中亚各国独立
不 久 后 的 1992 年 12 月 ，“ 东 方
1080”国际集装箱专列满载着 50个
标准箱从连云港出发驶向哈萨克
斯坦阿拉木图，这是中国驶往中亚
国家的第一辆货运专列，拉开了新

亚欧大陆桥正式运营的序幕。20
多年来，双方的经贸往来稳步增
长：目前连云港发往中亚方向货运
专列平均每天超过两班，频率居全
国之首；中亚返程中国货运专列
中，高达 2/3的货物发往连云港。

为何连云港与中亚的合作发
展如此迅猛？中亚国家都是内陆
国，与出海港口联通对于本国的物
流和进出口贸易意义重大，这也是
许多中亚嘉宾在论坛上热议的议
题之一。连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
桥东端起点和港口城市，与中亚国
家直接通过铁路相连接，地理优越
性不言而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
扎尔巴耶夫曾表示，连云港是“哈
萨克斯坦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

在连云港参观时，当地完善的

基 础 设 施 令 中 亚 嘉 宾 们 惊 叹 不
已。黄海岸边，一排排高耸入云的
龙门吊和连绵不断的集装箱堆场
展现出连云港码头的磅礴大气。
最吸引中亚嘉宾的是连云港海铁
联运的优势，自中亚的各类产品
在经新亚欧大陆桥到达这里后，
短时间内就能乘船出海销往世界
其 他 国 家 ，贸 易 效 率 大 大 提 高 。
实际上，今年 1 月哈萨克斯坦首批
720 吨小麦已经从连云港出口至
东南亚。

坐落于连云港港区内的中哈
国际物流基地，可谓是中国与中亚
经贸合作的明星项目。习近平主
席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 2014 年
和 2017 年两次以视频连线方式见
证了物流基地的成长。该项目一

期由中哈共同投资 6.06 亿元人民
币建设，为中亚五国过境运输、仓
储物流提供助力。22 万平方米的
基地内，一排排集装箱整装待发。
基地所属的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国际部副部长、哈方员工
达尔汉·叶森古洛夫告诉记者，来
自中亚的矿产、棉制品每天都源源
不断地从基地出口至其他国家；而
机械设备则在这里装上火车进入
中亚。叶森古洛夫表示，目前中亚
班列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和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最快仅
需 6 天和 8 天，“物流的便利直接丰
富了中亚市场，提高了商业效率，
这对于中亚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2014 年一期项目投入使用以
来，中哈国际物流基地货物处理量

连续创新高：今年上半年，该基地
完成进出口货物、集装箱吞吐分别
为 219 万吨、11 万标箱，同比分别
增长 61%和 70%。对于未来基地发
展，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斌对记者表示，基地将在合适时
机启动二期建设，扩大相关配套服
务，拓展中亚出口产品种类。此
外，中方投资了哈萨克斯坦“霍尔
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无水港项
目，该项目位于中哈铁路过境连接
点，将对中哈国际物流基地的物流
运输提供“接应”。“东西两点连成
一线，通过辐射沿线，将形成一条
带，完美契合‘丝绸之路经济带’：
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在共同努力
下，新时代的丝绸之路将越来越畅
通。”刘斌深有感触地说。

架丝路合作桥梁 拓欧亚大陆通道
■ 谢亚宏

8月4日，满载着82个捷克货品标准集装箱的X8074次中欧班列（布拉格-义乌）到达铁路义乌西货运站。该列
车主要搭载货品为水晶制品、汽车配件、啤酒等捷克特色产品，总货值约500万美元，班列运行时间历时16天，途径
波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最终顺利抵达中国义乌铁路口岸。 中新社记者 王建明 摄

上次我们说到签订外贸谈判
就像谈恋爱，今天《外贸小助手》要
说的是客户来考察公司就等于对
象家人上门做客。这是对公司产
品、理念、员工的全方位考察，也是
展示公司形象，打开市场的契机，
热情、专业、周到的接待一定会给
公司加分。对此，公司可从以下几
点加以注意：

1. 应在客户来之前对客户进
行背景分析，从而了解客户的偏好
和购买力。

2. 提前应与客户或陪同客户
的翻译沟通好参观工厂的时间，确
认是否需要到机场车站接客户。

3. 让公司的工作秩序保持良
好，尽量错开员工的休息时间，尽
量要让客户看到产品生产的全过
程，使得客户对产品的产量、质量
等方面做到心中有数。

4. 谈判的时候起码要备好两
套以上方案，这包括客户不议价的
方案，客户议价如何折中的方案，
甚至要准备客户大幅度压价后如
何应对的方案。

5.对客户没有进一步了解时，
不要问一些太过私人的问题或者
随意开玩笑。

6. 如果客户到达后恰逢用餐
时间，应以东道主的名义邀请客户
用餐，在遵守对方用餐习俗的基础
上可以体现出当地特色，并不是越
贵越好。

7.客户离开公司时，可以询问
下一步行程，也可以一起在公司形
象墙等地方合影留念。最好是可
以给客户下一步安排给出更好的
意见或者提供车辆送客户抵达目
的地。

（整理、编辑：张凡）

如何接待前来考察的客户

◆外贸小助手

在欧美传统出口市场需求下
降的形势下，孟加拉国服装业在
2016－2017 财年（2016 年 7 月－
2017年6月）对中国出口增幅达到
14.77％，总额为 3.92 亿美元。业
内人士认为，中国将会在未来3年
超越日本成为孟在亚洲的第一大
成衣出口市场。

据介绍，孟加拉国服装出口的
传统市场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2016－
2017 财年，该国对欧盟出口 177.5
亿美元，增速降至 3.49％；对日本
的出口下降3.88％，至7.4亿美元。

数据显示，孟加拉国 2016－
2017财年出口增速出现15年来最
低水平，全年增速仅为 1.7％。其
中关键行业成衣制造行业出口收
入为 281.5 亿美元，增速由 2015－
2016 财年的 10.14％急速下滑至
0.25％。

孟加拉国法律经济学家西迪
基教授认为，如果服装行业出口保
持现有趋势，中国很可能在未来 3
年内取代日本成为孟在亚洲的最

大成衣出口市场。
当地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中国

经济快速发展，购买力强的中等收
入群体不断壮大，正成为孟加拉国
服装的主要出口目的群体。孟当
地制造商表示，相比欧洲、美国传
统市场，出口中国距离更近，从品
牌和零售商那里还能获得一个好
价格。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08 年金
融危机爆发期间，全球贸易出现严
重萎缩，孟加拉国出口也受到冲
击，但是孟加拉国对中国的出口反
而在增长。

由于孟对中国、欧盟、日本出
口成衣享受关税方面的减免优惠
政策，且孟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
越来越多的中国服装品牌开始在
孟加拉国组织生产，品种包括牛仔
裤、T恤、内衣等。

孟加拉国地处南亚，全国人口
超过1.6亿。孟加拉国是世界第二
大服装出口国家，服装行业吸纳了
该国400多万就业者，其中80％为
女性。

“中越边境口岸具有交货和结
算手续便捷的优势，近几年来，越
南平顺省不少企业、加工厂和个体
户将当地种植的火龙果以边贸方
式销售至中国市场。”越南平顺省
工贸厅厅长杜明镜 8 月 4 日在广西
南宁表示。

当日，2017 年越南火龙果推介
会在南宁举行，中越两国官员、企业
家逾百人与会。

火龙果是越南主产的主要热带
水果之一。杜明镜介绍，平顺省是
越南火龙果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
产量居该国之首；目前，该省超八成
火龙果出口至亚洲其他国家、欧洲、
美洲等地区，其中中国为其最大出
口市场。

受益于中国—东盟自贸区“零

关税”政策和中越边境便捷的口岸
通道，近几年来，平顺省具有出口资
质的企业纷纷通过越南清新—中国
浦寨口岸、越南金城—中国河口口
岸、越南清水—中国天宝口岸将火
龙果等越南优质水果销售至中国。

“广西已成为越南水果进中国
市场的集散通道。”广西商务厅副
厅长马继宪当日在推介会上表示，
广西作为衔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
门户，目前已获批的进境水果指定
口岸总数达 7 个，覆盖了海陆空交
通网。

据广西商务厅统计数据，2016
年，广西口岸进境水果总量达 200
万吨，其中火龙果为 9.8 万吨；越南
北江荔枝经过谅山省的口岸到中国
凭祥市约3.2万吨，占越南出口中国

总量的56%。
“中国当前对火龙果等热带水

果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深圳一家
投资公司资深合伙人姜澄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越南水果具有明显的
价格优势，未来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潜力巨大。她正积极寻找越南水果
供应商及种植园作为合作伙伴，为
对方“量身定制”品牌包装，帮助越
南水果进驻中国市场。

广西官方也正通过多种方式与
越南密切水果贸易往来，逐步加大
进口越南水果量。马继宪说，广西
官方期望未来与越南共同打造进出
口绿色通道，在中越友谊关—友谊
口岸对中国苹果、柑桔和越南西瓜、
火龙果货品交易率先实施“两国一
检”通关模式。

越南借口岸优势加速开拓中国水果市场
■ 钟建珊

中国市场成孟加拉国
服装出口新增长点

■ 刘春涛

据越南《新报》7 月 27 日报
道，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报告
今年1-7月蔬果进口额达8.52亿
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翻一番。
其中蔬菜进口额约 1.6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45.8%；水果进口额约
6.59亿美元，同比翻一番。

从市场占有率来看，至今越
南最大蔬果进口市场是泰国和中
国，分别占越南蔬果进口市场份
额的 57%和 16.8%。泰国和中国
市场已占越南蔬果进口市场总额
的 73.8%。据统计，越南已花费
约6.29亿美元从上述两个市场进
口蔬果。

越南蔬果进口
依赖泰国中国

《万象时报》8月1日报道，根
据老挝工业贸易部统计，老挝大
米出口总值从 2013 年的 1230 万
美元增加至 2016 年的 3360 万美
元，主要向越南、泰国和中国出
口。2017 年炫烨（老挝）有限公
司 计 划 向 中 国 出 口 老 挝 大 米
20000吨。

老挝大米
出口显著增加

波黑政府采购项目
废标频发

《独立报》8月4日消息，今年
以来，波黑各级政府公共机构共
取消 1180 多次政府采购项目招
标，价值数百万金额的政府采购
项目中标成功率极低。专家警告
说这种情况还在恶化，关键在于
这些项目是否能够再次启动招标
程序，并推测取消大量项目是为
了延展与当前供应商的合作。

据印尼《雅加达邮报》8 月 4
日报道，印尼工业部部长艾尔郎
加在与到访的美国—东盟商务理
事会代表团会见时表示，美国对
印尼投资和贸易多集中在资本和
技术密集性产业，印尼对美出口
多为棕油、家俱、纸张、橡胶等，双
方贸易互补性较强。为促进印尼
产品对美出口，印尼政府正寻求
与美国签署双边贸易协议。他举
例称，美国与越南已签署双边贸
易协议，越输美纺织品关税为零，
但对印尼输美纺织品要被征收
12.5%的关税，因此，为促进更多
纺织品对美出口，签署双边贸易
协议很有必要。

据悉，印尼与美国经贸合作
平台除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
外，还有美国贸易投资委员会和
印尼—美国商业论坛。

2016 年 印 尼 对 美 国 出 口
156.8亿美元，美为其第一大出口
国；自美国进口72.1亿美元，美为
印尼第四大进口国。此前，印尼
曾考虑成为 TPP 谈判成员国，对
美等国家和地区加大纺织品出口
是其拟加入TPP的主要目的。

（本报编辑部编译、整理）

印尼寻求与美国签署
双边贸易协议

今年是《中国—哥斯达黎加自
由贸易协定》（简称“中哥自贸协
定”）生效6周年。记者8月6日从
深圳检验检疫局获悉，6年来，该局
共签发中哥自贸协定框架下的中
哥自贸区原产地证书 24945份，涉
及货值金额超过6.6亿美元。凭借
自贸区原产地证书这张“纸黄金”，
深圳地区的出口企业获得哥斯达
黎加关税减免约3300万美元。

中哥自贸协定是中国与中美
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不
仅是中美洲国家和人民认识中国
的桥梁，也是中国打开广阔的中美
洲市场的敲门砖。在中哥自贸协
定的保障下，在中哥自贸区原产地
证书的助力下，一批具备深圳“高
精尖”技术特色的品牌在短短几年
间销往哥斯达黎加全国：华为参与
当地基础设施、通讯设备建设；比
亚迪汽车驰骋在哥斯达黎加的公
路上；康佳彩电进入哥斯达黎加千
家万户⋯⋯

依托中哥原产地证书，中国产

品、中国装备借道哥斯达黎加，在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8 个国家内享
有同样的关税优惠，拓展了“中国
制造”和“中国智造”产品的海外市
场，提升了中国产品在中美洲市场
的竞争力。以康佳彩电为例，深圳
检验检疫局在过去 6 年为康佳彩
电及零配件签发中哥自贸区原产
地证书近百份，涉及货值金额超过
1680 万美元，为企业减免哥方关
税252万美元。

中哥自贸协定签订以来，中哥
自贸区原产地证书签证量从 2011
年的 852 份增长至 2016 年的 5159
份，增加了 5 倍；签证金额从 2011
年的1609万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
16522万美元，增加了9倍之多。

深圳检验检疫局表示，结合深
圳地区出口产业结构及新兴业态
发展情况，该局近期遴选了深圳地
区的 100 家出口企业，通过“一对
一”的帮助，进一步扩大原产地证
书的影响力，提升原产地证书的利
用水平。

中哥自贸协定6周年
深企享关税减免3300万美元

■ 郑小红 马筱玉

中欧班列（布拉格-义乌）顺利到达铁路义乌西货运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