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18年8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刘国民 制版/耿晓倩

电话/010-64664888-2041 maoyibao1@163.com 商贸 TRADE

●国际商情

据商务部 8月 16日消息，应美
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
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
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
帕斯及其团队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
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消息一出，
吸引了诸多眼球，连前不久还风起
云涌的汇率市场都有了些许平静。

“恢复谈判是一件好事，中美贸
易战所引发的问题总要解决，但解
决过程是艰难的；首先取决于双方
的诚意，美方发出邀请，我们应邀前
往，目前来看，双方都是有诚意的。
此外，就要看双方要价与出价，当然
要兼顾双方利益。”中国贸促会专
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国际贸易学
会副会长姚为群告诉《中国贸易报》
记者。

Globalidx 全球指数认为，随着
美国中期选举渐近，特朗普不仅仅
需要避免中美贸易战的政治损失，
还希望尽快攫取胜利的成果。这样

才有利于他政治目标的达成，否则
就有可能变成沉重的包袱。

“双方在处理贸易争端时都有
政治考量，美方的中期选举是一个
因素，但不一定是其最终目标。中
国应邀前去谈判，也是对中国经济
稳步发展的考虑，包括股市、汇率
等。此外，中国发展也需要一个和
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为贸易战
对双方都会造成一定损失。”姚为
群指出。

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白宫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
日前对媒体透露，“中国政府整体来
说绝不可低估特朗普总统的坚韧，
绝不可低估总统斗争到底的意愿，
我们要坚决消除关税壁垒、非关税
壁垒以及配额，制止盗用知识产权、
制止强迫转让技术（行为）。”

中方也重申立场，反对单边主
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不接受任
何单边贸易限制措施。中方欢迎在

对等、平等、诚信的基础上开展对话
和沟通。

对于本次谈判，有专家称，双方
都很小心，先派出副部级官员接触。

“所有谈判都是从技术层面、工
作层面再到高层层面循序渐进推
进，不可能一蹴而就，亦不可过分解
读。”姚为群认为，本次中方派商务
部副部长与美方财政部副部长出面
谈判，这一安排本身是有技巧的，有
避免谈崩的可能性。一般而言，应
由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或者美国总统
的贸易谈判代表出面。

华尔街日报近日也发消息称，
如果这次谈判进展顺利，双方领导
人有可能在 APEC、G20 峰会期间
进行进一步会谈。

据悉，前三轮中美磋商中，双
方都派出了部长级乃至更高层级
官员。双方曾一度达成了停战共
识。美国财长姆努钦曾明确地对
媒体说，美中经贸磋商取得了很有

意义的进展，两国就框架问题达成
一致，也同意停止贸易战。话音刚
落，白宫就发布了一个声明：美国
仍然将对中国 500亿商品征收 25%
关税，而具体商品清单将在 6月 15
日公布，关税也将在不久后施行。
因此，此次对中方而言，即使谈判
达成共识，美方能否说话算数，仍
旧需要观察。

直方大创新中心创始人许正对
贸易战的未来走向进行预测：若双
方达成妥协，中国市场将进一步开
放，依法管理知识产权的力度也将
加大；若摩擦持续升级，中美贸易将
严重受挫，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将
严重承压；若全面恶化，则双方交往
阻断，各自都扩大自己的国内市场，
全球企业的运营也会受阻，但这一
可能性不大。

“本次谈判的目标应该是达成
妥协，全面恶化是两国都不愿意看
到的。”姚为群认为。

中美贸易谈判重来“三岔口”
■ 本报记者 陈璐

“沙特自然条件恶劣，地下资源
丰富，每年有8个月时间需用空调，
昼夜温差大，大风暴来时天昏地
暗。”中国前驻沙特大使杨洪林近日
在一场以沙特为主题的讲座中说，
沙特在文化风俗上有一些注意事
项。“在沙特，严禁饮酒，禁拍女人和
宗教设施，禁用左手递东西，周五周
六是休息日，人们周五去清真寺集
体礼拜，雷打不动。回历 9 月为斋
月，期间沙特政府不接待外国代表
团。”杨洪林说，沙特男人穿白袍，妇
女穿黑袍。妇女外出须有父、兄或
丈夫陪护；在家里，只有丈夫有权利
把妇女的黑袍、黑头巾摘下来。

虽然禁忌略多，但沙特人的热

情好客与其他优点也给杨洪林留
下深刻印象：“沙特人好客，来尊贵
客人时会端上烤全羊，而且他们乐
于助人，衣着朴素”。杨洪林说，沙
特人对骆驼、马、隼情有独钟，不惜
重金购买，沙特人喜欢吃烤乳羊、
烤乳骆驼，喜喝骆驼奶。

“沙特是重要石油出口国，石
油储量接近世界探明储量的 16%，
储量、产量和出口量都居世界第
一，对石油市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
作用。沙特有两家世界级知名石
油企业，分别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和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杨洪林说，
沙特天然气、金、银、铜、铁、锡资源
丰富，是太阳能辐射能量最多的国

家之一，发展太阳能和光伏产业有
优势，也是海水淡化厂最多的国
家，有 100多家海水淡化厂。”

在贸易投资政策方面，“沙特
实行自由贸易和低关税政策，平均
关税 5%，对投资领域和投资比例
限制减少，利润可自由兑换汇出。
沙特主要出口石油、聚乙烯、柠檬
酸，主要进口机械设备、食品、纺织
品。”杨洪林说，沙特粮食主要依靠
进口，蔬菜也要进口。以前他们曾
尝试种植粮食作物，但因消耗水资
源太多只好不种了。《中国贸易报》
记者了解到，沙特主要从美国、中
国、德国等国家进口商品，其中中
国主要向沙特出口机电产品、纺织

品和日用品，主要从沙特进口原油
和石化产品。

“沙特是 22 个阿拉伯国家中
最后与我国建交的，但中沙关系发
展很快、现况很好。”在杨洪林看
来，除了密切的经贸联系，中沙关
系还有不少方面值得一提。比如，
沙特乐善好施，过去十年对外援助
了 30 亿美元，2008 年汶川地震时
沙特援助了中国 1 亿美元，包括
5000万美元现金，援助物资质量很
高。“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上，沙
特花 1.5 亿美元建‘月亮馆’，成为
最受欢迎的外国展馆之一，吸引很
多中外观众参观。上海世博会结
束后展馆全部无偿送给了中国。”

杨洪林说。
杨洪林还提到，沙特正处在实

现经济多元化的关键阶段，力求摆
脱对石油产品的单一依赖。据了
解，沙特将大力发展以光伏发电为
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物
流等产业，也在努力扩大开放。一
方面让国内产业更加多样化，另一
方面丰富国内产品，更加满足民众
对非石油产品的消费需求。同时，
每年有很多沙特商人到中国采购
各种日用商品。这都给中国企业
提供了很好的出口机遇。不过沙
特是一个进口检验检疫要求很严
的国家，企业界不宜在没做好检验
检疫功课的情况下盲目出口。

经济转型关键期 产品出口沙特迎良机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孟加拉国中央银行近日出台新
政，允许相关银行开设人民币结算
账户与央行进行结算。根据新政，
孟加拉国外汇交易商可以开设人民
币结算账户与央行进行结算，之前
可以进行结算的外币还有美元、英
镑、欧元、日元和加元。

孟央行执行董事塞拉杰·伊斯
兰对记者表示，人民币结算对孟中
两国都是有长远利好的。

据了解，人民币与其他国际
货币适用同样的管理规定，以人
民币进行结算的相关安排也已就
绪。中国是孟加拉国最大的进口

来源国。孟加拉国银行业协会前
主席努尔·阿明认为，新政策将有
助于加强孟中经贸往来，降低对
美元的依赖，降低相关汇率波动
的影响。人民币 2016 年被纳入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特 别 提 款 权
(SDR)货币篮子中。

Jenny 生活在英国，是跨境电
商平台洋码头的英国买手。最近
她的生活发生了让人始料未及的
变化——在她的账本上，来自中国
的客户出手大方，花费几千英镑海
淘一双鞋。

现在海外潮牌在中国越来越
流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花更
多的钱在海外潮牌上。

跨境电商买手们记录下的是
中国跨境电商的速度。今年8月7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北京、呼和
浩特、沈阳等 22 个城市设立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至此，中国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数量增加
到35个。

作为澳大利亚最有名的批发
商之一，Metcash 敏锐地嗅到了这
其中的巨大商机。最近，Metcash
旗下跨境商超品牌宣布，携手京东
全球购进驻中国市场，为中国消费
者带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优质
原产地产品。

宝洁等全球五百强企业已经和
京东全球购建立了合作。目前整体
销量呈现了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
很多重点品牌达到了三位数以上的
增长率。国外品牌选择跨境等模式
进驻，不仅可以在产品的丰富性上
面得到很好的体现，同时也让国内
消费者可以第一时间有更多选择，
选择到全球的好产品。

中国的跨境电商是伴随着海
外巨头的进入而快速发展起来
的。2014 年，亚马逊与上海自贸
区签约，在自贸区内开展跨境电商
业务。亚马逊全球高级副总裁迭
戈·帕森提尼说，为了让海外品牌
进入中国的第一站走得顺畅，亚马
逊在消费体验、产品价格、物流速

度等多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
得益于政策利好，行业出现井

喷，全国范围内集中涌现了上千家
跨境电商企业。跨境电商平台洋
码头联合创始人蔡华注意到，越来
越多的海外中小品牌排队来中国
市场抢商机。

作为一家日本化妆品公司负
责人北原隆司更是直接把中国海
淘一族最喜欢的“社交+电商”的
新型营销模式，应用到了自己的产
品销售上，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利
用中国的直播平台进行宣传了。

在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高
级分析师张周平看来，海外品牌纷
至沓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海外产品
通过跨境电商进入中国，相比用实
体的方式进入中国，从租金、人员
招聘等因素来看，通过电子商务的
方式能带来至少 30%左右成本的
下降。

第三方机构预测，今年我国跨
境电商交易规模将达到 8.8 万亿
元，2020 年有望达到 12 万亿元。
这也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跨境
电商交易规模将保持年均 20%左
右的高增长水平。商务部部长钟
山在今年两会时的部长通道上回
应，中国已经稳居全球跨境电商规
模的头把交椅。

随着我国开放的扩大，如今除
了自贸区、跨境电商试验区，众多
海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又有了新
选择，11 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组委会建立了跨境进
口电商联盟，将以天猫国际、京东
全球购、小红书、洋码头等跨境电
商龙头企业为主渠道，引进境外新
产品参展，在展会场馆设立跨境电
商服务专区。

《<亚洲-太平洋贸易协定>
第二修正案》自今年 7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一个多月来，青岛海关、
济南海关共为 2142 批出口货物签
发亚太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证
书，受惠关税减让政策的货物金
额为 4.5 亿元，其中对印度和斯里
兰卡的受惠货值同比分别大幅增
长 60.8%和 77.2%。

青岛海关介绍，中国于 2001年
加入《亚太贸易协定》，这也是我国
参加的第一个优惠贸易安排。7月
1 日贸易协定新一轮降税实施，6

个成员国共对 1 万余个税目产品
承诺削减关税，降税税目总数较上
一轮关税减让增长 2.5 倍，平均降
税税目比例超过 28%，平均降税幅
度达 33%。从新达成的降税清单
来看，每个成员国在农产品领域均
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关税减让，为中
国农产品出口提供了机遇。

谈判成果落实到具体货物的
关税优惠，须出口商申办协定项下
原产地证书实现。青岛海关主动
发挥原产地签证职能优势，在全国
首创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与原产

地证企业备案“两证合一”，启动原
产地签证服务“县县通”工程，积极
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申报、原
产地签证一体化和全流程无纸化
等业务模式改革，全面实施“负面
清单”原产地签证和信用审单制
度，将原产地签证流程时长压缩至
3小时以内。

此外，为进一步促进企业用足
用好优惠政策，青岛海关筛选符合
受惠条件的企业，一对一指导企业
了解优惠贸易政策，帮助企业申办
原产地证书。

日前，苏州工业园区海关管辖
现场全部货物卡口完成掌上物流
2.0切换，这个被江苏省政府推广的
苏州工业园区开放创新综合试验的
创新成果之一，实现了重装升级。

据了解，自 2016 年“掌上物
流”重点改革项目在苏州工业园区
海关首家应用以来，该项目已成为
南京关区物流科技应用品牌项
目。两年来，该项目持续跟踪用户
需求，不断改进优化，于近期推出
2.0版本，打造快速过卡通行模式，
集成地理位置信息功能，为用户提
供更加智能的物流引导服务。

当日上午 10 时，中国外运长
江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驾驶员朱
志兵载货通过苏州工业园区海关
监管场站主卡口后，无需扫描二维
码，他的手机就收到了海关放行指
令推送。“经过实测，目前卡口通行
时间已大幅压缩至4到6秒。”苏州
工业园区海关物流监控处监控科
副科长陈宇说道。

据介绍，在原有的“掌上物流”
模式下，承运司机需通过扫描手机

二维码完成卡口车辆货物识别验
放。升级后的掌上物流优化了卡
口通行方式，采用高清车牌识别与
扫码并行的双触发双验证方式，取
消司机的下车扫码操作，在大多数
应用场景下车辆可直接过卡，实现
类似公路“ETC”的不停车验放过
卡，给司机们带来了通关新体验。

与此同时，新模式还细化了
海关指令发布，在原有物流状态
提醒基础上增加了车辆行驶建
议，直接提示下一步物流该如何
继续运行。通过将海关物流监控
系统与微信公众服务号、在线GIS
地理位置系统有机结合，可将海
关物流指令转化为对车辆的导航
信息，智能规划司机行驶路线，杜
绝因车辆错误行驶卡口引发的通
道拥堵及物流时效低下问题的发
生。“有了掌上物流导航，什么时
候可以去卡口，从哪里过卡口一
目了然，还避免了我们走错地方
耽误事。”驾驶员朱志兵高兴地
说，“对于我们搞运输的来说，节
省的时间越多越好。”

亚太贸易协定新一轮降税月余 企业享优惠
■ 赵广英 王巍

掌上物流再升级 海关过卡不下车
■ 林晓丹陈宇

孟加拉国央行允许设立人民币结算账户
■ 刘春涛

跨境电商促海外品牌竞相来华
■ 杨铎

据俄卫星通讯网消息，俄
罗斯西伯利亚农业集团已开
始向中国出口猪副产品。首
批 24 吨产品由西伯利亚农业
集团旗下的克拉斯诺达尔斯
克养猪企业发出。西伯利亚
农业集团计划未来对华出口
猪副产品每月 30 吨。目前该
集团向白俄罗斯、蒙古国出口
农产品，并取得了向越南出口
的许可。

西伯利亚农业集团为西
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农工控股
公司，旗下 10 家农产品生产
企业分别在托木斯克、科麦罗
沃、维尔德洛夫斯克、秋明、克
拉斯诺达尔斯科边疆区和布
里亚特共和国等地。

据厄瓜多尔《快报》报道,
2018 上半年厄大虾出口总额
15.89 亿美元，出口总量 5.39
亿磅。其中，厄对中国出口大
虾金额为 2.77亿美元，出口量
为 9507万磅，占厄大虾出口总
量的 18%，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4 个百分点。中国已取代美
国成为厄第二大大虾出口国。

厄国家水产养殖商会数
据显示，亚洲为厄大虾主要出
口地区，2018上半年厄对该地
区大虾出口量占比总量 62%，
越南为厄第一大大虾出口国，
2018 上半年厄对其出口金额
达 6.57亿美元，占出口总量的
43%。此外，哥伦比亚、西班
牙、意大利、德国、希腊等国加
大自厄进口大虾力度。克罗
地亚、保加利亚、乌克兰和罗
马尼也已开始尝试进口厄大
虾。巴西因认为厄大虾不符
合本国检验检疫标准，而停止
自厄进口。

据CNBC报道，市场研究
机 构 CounterpointResearch 发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全
球手机品牌平均零售价排名
三 星 跌 至 第 五 ，被 华 为 、
OPPO 等中国品牌赶超。据
统计，三星手机二季度平均零
售 价 为 247 美 元 ，同 比 下 降
8%，成为全球七大智能手机制
造商——苹果、华为、三星、
OPPO、VIVO、LG、小米中唯
一价格下滑品牌。

该排名中，二季度苹果手
机平均零售价同比上涨 20%，
至 724美元，位列第一；随后依
次是 OPPO 为 275 美元，同比
上涨 17%；华为 265美元，同比
上涨 21%；VIVO 为 259 美元，
同比上涨 14%。LG 和小米则
分列第六和第七，同比上涨
23%和 14%。分析认为，中国
品牌手机平均零售价大幅上
升的主要原因是不断进行外
观升级和加大中高端产品占
比，相比之下三星在这方面所
做工作相对不足。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三星手机售价全球第五
被中国品牌超越

中国成厄瓜多尔
大虾第二大出口国

俄西伯利亚开始
向华出口猪副产品

这是一艘轮船靠泊在唐山港京唐港区集装箱码头装货。记者从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港航管理局获悉，今年1至7
月，河北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22.5万标箱，同比增长11.4%。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