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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传真

英国“脱欧”让部分日本企业
“动了起来”。日本共同社称，部分
日企正积极强化危机管理，以减轻
英国脱离欧盟单一市场及其关税变
化带来的打击。

据悉，英国与欧盟即将开始磋
商缔结自贸协定（FTA），双方的经
济关系却依然难以预见。如果到
2019年3月底，双方还无法批准“脱
欧”协定或出现其他变数，关税无秩
序恢复的风险就仍将存在。

丰田汽车负责欧洲业务的常务
董事七原弘晃表示，正在认真讨论
假如英国与欧盟间汽车贸易征收
10%关税的最坏情况下的对策。据
了解，丰田在英国的汽车工厂 85%
的产品面向欧洲大陆出口，如果被
征收高额关税，丰田计划进一步降
低汽车出口原价。

除了丰田汽车，日产、本田等车
企的高层也都会晤了英国政要，商
讨相关贸易问题。日本政府甚至警
告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如果英国

“脱欧”后未能妥善处理贸易问题，
导致日企无法获利，那么包括车企
在内的日企会考虑退出英国市场。

日本车企真的会退出欧洲吗？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
研究员林雪芬在接受《中国贸易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短期来看，即使
谈判处于僵持不下的情况，日本车
企从主观和客观上而言，也不会完
全退出英国市场，一旦贸易关税上
涨，日企可能逐步退出英国市场。

“目前，日本方面显然更希望和欧盟

达成贸易协定。”
尽管从英国出口的汽车利润将

相对减少，但丰田和日产已相继宣
布继续在英国生产汽车。日产表
示，将关注点放在估算公司位于英
国桑德兰的工厂的整体竞争力上，
而不是关税和其他琐碎的事情上。
日产的表态得到了特蕾莎·梅的积
极回应，她声称“脱欧”计划不会影
响该工厂的生产。

但有观察家指出，特蕾莎·梅的
积极回应和保障并不会延伸至日产
下一代车型。原因在于汽车产品的
循环大约需要五到七年的时间，这
就意味着，届时日产将必须重新考
虑英国“脱欧”后的吸引力。

此外，其他汽车生产商也将重
新对英国市场进行评估。日产也联
合欧洲其他汽车生产商共同游说英
国政府，欧洲其他汽车生产商也希
望向英国出口能减免关税。

林雪芬认为，区别于欧盟成员
国待遇，汽车行业在“脱欧”谈判中
很难达成零关税；就算达成自贸协

定，也会增加交易成本。“日本以及
其他国家汽车制造商成本上涨有很
大可能。对英国来说，增加关税无
疑对其汽车及相关行业就业、消费
甚至整体经济产生冲击。保证与欧
盟市场的良好准入方能确保英国损
失最小。”

降低销售成本，能够维持日本
汽车的优势吗？林雪芬认为，虽然
日本汽车以品质、实用为竞争优
势，但由于欧洲市场的本土化需求
和对柴油车出台的贸易保护政策，
加之关税较高，失去价格优势的日

本汽车将极大降低在欧洲市场的
竞争力。

“好的方面是，与德国汽车相
对单一的市场布局不同，日本汽车
在全球布局相对均衡。”林雪芬表
示，在中国、美国等多个市场的高
市场占有率为日本汽车行业提供
了充裕的避险空间。日本汽车在
全球范围内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长
期积累核心技术、市场定位准确，
并在全球贸易中保持开放和开拓
精神，这是日企应对此次危机应该
坚持下去的“法宝”。

日本车企防范英国“脱欧”风险
■ 本报记者 孙允广

4 月 9 日，俄罗斯资本市场大
幅震荡，股市闪崩与卢布暴跌相伴
发生。当日晚，俄罗斯RTS 指数暴
跌 11.45%，创该指数自 1995 年 9 月
设立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与此同
时，俄罗斯卢布兑美元贬值3.3%。

分析认为，此次俄罗斯资本市
场剧震与美国有关。特朗普政府于
4月6日宣布对俄罗斯大亨、公司等
实施新的制裁，其中俄铝、石化能源
产业相关公司以及俄罗斯其他严重
依赖进出口的公司是主要受到冲击
的对象。因存在太多未知数，俄罗
斯市场出现了一定的恐慌情绪。专
家表示，市场后续走向如何，将取决
于俄罗斯方面采取的应对举措。

美国制裁为何能给俄罗斯带来
如此大的波动呢？前美联储信贷风
险管理主管罗伯茨表示，美方对俄

罗斯新的制裁可能会严重威胁俄罗
斯本已低迷的经济；而在 2014年对
俄罗斯的第一轮制裁后，俄罗斯经
济才刚刚开始略有改善。他同时指
出，“就美国对俄罗斯最新的制裁措
施，市场的反应是不合理的，但制裁
确实增加了投资者的顾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研究员卞永祖认为，美国在经济、贸
易、金融等领域处于霸主地位，在各
类国际经济组织、规则制定中拥有
较高话语权，足以保证美国经贸制
裁的影响力。

“制裁之所以能产生效果，与俄
罗斯自身经济结构单一也有很大关
系。”卞永祖告诉《中国贸易报》记
者，尽管俄罗斯领土面积很大，但经
济总量不高、经济模式不健全，经济
发展严重依赖资源，大量产品需要

进口，加之金融体系不够健全，卢布
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较低，而能源
产品多数以美元结汇，因此很容易
受其他国家影响。

“此外，俄罗斯寡头经济的特点
明显，中小企业欠发达。大量石油
产业由特定家族和个人控制，并与
政府关系密切，美国的精准制裁导
致俄罗斯民众信心受损，对其国内
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卞永祖说。

对于美国的制裁举动，俄外交
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制裁手段清
除海外市场的竞争对手，实际上把
自己变成市场经济和自由公平竞争
的敌人。美国自 2011 年以来对俄
实施数轮制裁，不但没有取得任何
成果，也伤害了在与被制裁俄罗斯
企业有往来的美国企业供职的美国
人，得不偿失。

一些俄罗斯高官反应较为强
烈，甚至声言报复。俄罗斯有还击
的可能性吗？可以采取哪些理性措
施呢？

“由于天生的经济缺陷，俄罗斯
几乎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卞永祖
说，俄罗斯面临的不仅是与美国对
抗，而且是与美国及其盟友国家共
同建立的经济体系对抗。美元及美
国清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通用，在
没有外力支撑的情况下，俄罗斯很
难打破这一局面。

卞永祖说，俄罗斯虽是世界重
要的原油生产国，但与沙特阿拉伯
等其他原油出口国利益和政策并不
完全一致，很难达成联合抗美的目
的。相比之下，俄罗斯可与亚洲国
家加强原油、农业等方面的合作，缓
冲美国经济制裁的压力。

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 本报记者 孙允广

日前，萨尔瓦多重启与洪都
拉斯和危地马拉的多边谈判，商
谈加入关税同盟的事项。三国总
人口占中美洲地区的 73%，国内
生产总值接近 1200亿美元，在中
美洲的地位举足轻重。同时，三
国均为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的成员
国，关税同盟对于中美洲的经贸
往来也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
究所专家岳云霞告诉《中国贸易
报》记者，三国之间贸易规模相对
较大。就出口而言，洪都拉斯和
危地马拉分别是萨尔瓦多第二和
第三大出口市场，就进口而言，危
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分别是萨尔瓦
多第二和第五大进口来源。

据介绍，洪都拉斯和危地马
拉之间早前已缔结关税同盟。岳
云霞认为，萨尔瓦多重启加入谈
判，对于三国均有重要意义，三国
关税同盟是中美洲一体化水平提
升的标志，有利于地区一体化的
推进。“一方面，三国单一市场相
对狭小，关税同盟能够推动商品、
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有利于
三国形成统一大市场。另一方
面，三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
在共同挑战，关税同盟推动的经
济政策协调，有助于三方解决共
性问题。”

萨欲加入关税同盟
促中美洲经贸往来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本报讯 俄罗斯工商会副主
席弗拉基米尔·帕达尔科近日在
访问德黑兰期间称，伊朗将于今
年年底前启用俄MIR支付系统。

帕达尔科说，莫斯科和德黑
兰还在就在双边贸易中放弃使用
美元的问题进行谈判。俄罗斯

《生意人报》援引帕达尔科的话：
“两国都受到西方制裁。我们无
法使用美元相互进行结算。名义
上我们还可以使用欧元，但通常
这样的交易也没有发生。务必要
创造条件，使用本币，即卢布和里
亚尔开展工作。”

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
与俄罗斯企业合作建设必要的基
础设施，以便进一步推进俄罗斯
MIR 支付系统与伊朗 Shetab 国
家电子银行系统的接轨。

（驻俄罗斯代表处）

伊朗将在年底前启用
俄MIR支付系统

本报讯 近日阿联酋通讯社
称，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司长埃
娃·斯诺维奇在参加 2018年迪拜
国际投资年会（AIM）时表示，海
湾国家合作委员会（GCC）与欧
盟之间去年的双边贸易往来超过
1430 亿欧元，海合会国家成为欧
盟第六大贸易合作伙伴和第四大
出口市场（出口总额 1000 亿欧
元）。2007 年至 2017 年的十年
间，欧盟与海合会国家贸易额增
长 54%，欧盟成为海合会国家最
大的贸易伙伴。

斯诺维奇表示，欧盟向海合
会出口的商品比较多元化，但主
要集中在发电厂、铁路机车、飞
机、电机和机械设备等工业产
品。2016 年欧盟向海合会出口
的主要产品为机械与运输设备

（约 477 亿 欧 元 ，占 总 出 口 额
48%）和化学产品（出口额 105 亿
欧元，占比11%）。欧盟从海合会
进口货物主要为矿物燃料与采矿
产品（约287亿欧元，占进口总额
66%）、珍珠及贵金属（28亿欧元，
占比6.3%）。

（驻海湾地区代表处）

欧盟与海合会国家
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