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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最近，美国和日本在华盛顿展开了第一轮货物贸易协定（TAG）谈判。该协定是在2018年9月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上确定的。
最近一两年，为回应美方消除贸易赤字的要求，日美贸易协商机制层出不穷。这次谈判有何看点，对日美双方经贸关系会带来哪些影响？

“欧盟正在准备同美国的贸易
战!”德国《商报》称，大多数欧盟成
员国拟同意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
以免遭遇新关税。此前，美欧围
绕航空补贴掀起了近一周的“隔
岸角力”。德国《时代周报》称，尽
管欧盟同意与美国谈判，但美国若
借口航空补贴“得寸进尺”，欧盟将
反击。

关税争吵互列清单

欧盟称，欧盟委员会正寻求对
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美国进口产
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以报复美方未
能遵守“停止向波音公司提供补贴”

的世贸组织初裁。此前美国威胁对
110 亿美元欧洲商品加征进口关
税，以弥补“欧盟补贴空客公司对美
国造成的损失。”这两项针锋相对的
举动源于美欧相互指责对方为本土
飞机制造商提供了“扭曲市场的支
持”，双方为此已在世贸组织争论
14年之久。

新一轮的关税争吵加剧了欧盟
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总统
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多国钢铝
产品加征关税，并威胁继续加征汽
车进口税。目前，欧盟已针对特朗
普的钢铝关税对 28 亿欧元的美国
商品征收关税，并威胁要在美国政

府限制汽车进口的情况下再对美国
产品征200亿欧元税。欧盟委员会
起草的报复征税清单包括游戏机、
健身器材、烟草、伏特加、番茄酱和
冷冻龙虾等一系列商品。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日
前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会晤后警
告，如果美国就补贴空客加征关税，
欧洲将团结一致展开反击。他敦促
双方找出“友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长
期争议，“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结
论，我认为明智之举是双方就空客
与波音案的和解方案达成协议。”

波音空客均获支持

“无论何时，只要美国政府寻求
扩大出口，你总会发现波音能够深
度参与到项目中。”美国智库战略与
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安德鲁·亨特
向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统计显
示，波音公司 2018年实现了创纪录
的破千亿美元收入，其中1/4的订单
来自美国政府提供的合同。在未统
计涉密军事合同的情况下，2017年
波音获得233亿美元的财政拨款合
同。同一年，波音同美国两大航空
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及贝
尔直升机公司设立的两个合资企业
分别收获价值 22亿美元和 25亿美
元的美国联邦政府拨款合同。2014

年至2018年间波音与美国政府间的
合同交易额高达1040亿美元。

美国石英财经网称，作为美国
最大的出口商和最大的国防承包商
之一，波音产业链囊括美国机械、动
力、信息技术和材料产业等，是美国
军工复合体重要组成部份。

“美国把空客作为此次争端的
打击焦点，可以击中要害。”德国《焦
点》周刊日前指出，空客由法国、德
国、英国和西班牙四国宇航领域的
企业共同组建，被视作欧洲经济一
体化的象征。波音从美国政府拿订
单，空客受欧盟国家补贴也是公开
的事实。2004 年空客斥资 90 亿欧
元研发超宽体A350系列客机，为此
法德两国政府提供了该项目约 1/3
的援助资金。

在欧洲经济中，类似的行为甚
至还有“空客模式”的说法。比如，
2017年秋，德国高铁 ICE的制造商
德国西门子与法国高铁 TGV 的制
造商法国阿尔斯通试图打造“铁轨
上的空客”。德国《焦点》周刊认
为，美国选择打击空客一是为拯救
波音，二是威胁德国汽车业，三是
为把农业纳入美欧贸易谈判内
容。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月
表示：“没有农业就不会有任何自
由贸易协定。”

美欧贸易争端离不开波音空客
■ 靖尘青木

据双方的联合声明显示，不仅
是货物领域，在服务领域，美国和日
本也将展开谈判。另外，在货物贸
易协定（TAG）谈判完成后，双方还
将就投资等展开谈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日本研究中
心研究员吴英杰对记者表示，一直
以来，日、美对于谈判的定位都有偏
差。美国自 1960年代开始，屡次对
日本进行贸易制裁，并取得了多次
胜利。在吴英杰看来，此次谈判之
路依然布满荆棘。

日美关于是否致力于多边贸易
体系的分歧正在加大。美国在贸易
规则上态度强硬，要求签订双边贸易
协定，制定单独的关税标准和货物进
口范围，打开日本市场，削减贸易逆
差。而日方则重视多边框架，希望美
方可以重返多边贸易框架内。

尽管此次货物贸易协定（TAG）
双方达成一致意愿启动双边谈判，
但仍存在巨大的分歧。日美联合声
明阐述了双方对于汽车和农业领域
的立场。声明显示，对于美国而言，
双方的贸易谈判的最终目标是能够
增加在美的汽车产量及促进相关的
就业。对于日本来说，有关此次贸
易谈判中的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市
场准入，日本已签署的经济伙伴协
定中的相关准入已是最大的限度。
双方的谈判将基于互利的原则，但
同时会尊重其他政府的立场。

“日本的农产品领域肯定是美
国的一大目标，其实这方面日本的
自由化程度相当高，在谈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之时已达到
96.5%以上，剩下的有关税壁垒的品
目无非是奶酪、牛奶、猪肉、牛肉和
大米，但日本的谈判底线是不愿意
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
基础上再让步，除非美国能够给日
本一些相应让步，因此，接下来的谈
判过程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可
能是谈判的一大关注点。”吴英杰
表示，纵观历史，即使日本在贸易谈
判上屈从美国，美国也未停止发难，
贸易赤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反倒
促成了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

也有观点指出，基于日美间既
有的贸易关系，日本市场对于美国
的限制和壁垒极为有限，仅仅是用
高关税保护一些农产品，因此，双方
谈判能够释放的潜力也较为有限。

关于货物贸易协定（TAG），上
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日本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陈子雷表示，这可以理
解为日美之间的经济伙伴合作关系
将得到细化，货物和服务分开谈，在
货物贸易中日本占优，美国则在服
务贸易中占优。而在货物贸易中，
日本在汽车领域占优，美国的农业
则更具有优势。在陈子雷看来，日
本的想法应该是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为底线，美国则认为
还有谈判空间。

据悉，在此次谈判中，日方反复
表示谈判对象仅涉及货物贸易，不
包含服务贸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此前也曾澄清，这项TAG的范围仅
限于货物商品。然而美方的看法并

不同。
美国副总统彭斯曾在 2018 年

10 月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正
在双边基础上建立新的贸易协议，
我们很快将开始与日本就一项历史
性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这意味着美方谈判的目标瞄准自贸
协定（FTA）。

尽管在涉及到谈判内容方面美
日双方各有算计，但双方都希望能
尽快达成协议。“其实，基于对美国
多年来施展手段的认识，日方并不
愿意同美方展开双边谈判，且仍希
望美方回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在多次抗拒无效后，2018
年9月，日方勉强同意根据‘货物贸
易协定’（TAG）框架与美国进行谈
判。但前提条件是，美方同意该谈
判仅仅谈货物贸易，而不谈服务贸
易 。”吴英杰表示，对于日方而言，
快速达成协议意味着美国将更可能
接受日本在农业方面的要求——将
农产品关税让步的范围限制在TPP
中的水平，避免夜长梦多。

而就美国方面而言，由于日方
参与的 11 国 TPP——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和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均
在今年上半年生效，美国农场主即
将因此在出口方面处于劣势。一份
快速协议有利于稳定美国国内情
绪，对特朗普 2020 年的选情也有
利。特朗普政府需要与日本尽快达
成协议，以缓解农业出口商日益加
大的压力。

作为拉美重要国家，巴西经济增长对该地区的影
响不容忽视。巴西央行当地时间15日发布的最新《焦
点调查》报告显示，金融机构再次下调巴西今年经济增
长预期。

该报告系汇总巴西主要金融机构 100名分析师的
意见而成。分析师在报告中将巴西今年经济增长预期
由此前的 1.97%下调至 1.95%，这是连续第七次下调今
年经济增长预期。

分析师同时将巴西明年经济增长预期由 2.7%下
调至 2.58%，这是连续第四次下调明年经济增长预
期。而 2021 年和 2022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则维持在
2.5%水平。

在通货膨胀方面，分析师将巴西今年通胀预期由
此前的 3.9%上调至 4.06%，这是连续第二次上调今年
通胀预期。不过，分析师维持巴西明年通胀预期4%不
变。这两个通胀数据均处于巴西政府今明两年通胀率
管控目标中值4.25%和4%的范围内。

至于基准利率，分析师认为，到今年底前，巴西的
基准利率将维持在目前的 6.5%不变。到明年底前，基
准利率将会提升至7.5%。

至于汇率，分析师预测，到今年底前，巴西雷亚尔
与美元的汇率将维持在3.7比1的水平。到明年底前，
汇率将贬至3.78比1。

外贸方面，分析师预测，巴西今年外贸顺差将从此
前的502.8亿美元下降至501.4亿美元。而明年外贸顺
差将维持在460亿美元水平。

分析师还预测，巴西今年利用外资额将从此前的
818.9亿美元增加到820亿美元。而明年利用外资额将
达843.6亿美元，高于此前预估的833.8亿美元。

此前，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维持对 2019 年巴西
2.2%的经济增长预期的判断，但同时也指出，虽然在经
济复苏进程中巴西政府改革必不可少，但是国会的阻
力导致改革前景仍不明朗。

世界银行在相关报告中指出，拉美地区经济表现
“平庸”，2019年经济增长预计从 1.7％降至 0.9％。就
巴西而言，2019年的增长预测维持在 2.2％，预计涨幅
优于墨西哥（1.7％），但低于哥伦比亚等邻国（3.3％）。

报告指出，巴西从2014年至2017年贫困指标有所
增加，这是由于经济衰退导致巴西贫困人口增加。如今巴西新政府朝
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追求“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但其推动政策实施的
能力令人质疑。

世界银行报告中指出，“如果改革要以目前的形式获得国会批准，
那结果还仍不明朗。因为总统所在政党在国会不占多数，还需要建立
政治联盟。”

世界银行强调，巴西的财政改革“必不可少”，特别是福利支出是政
府最大的财经负担，约占 GDP 的 12％，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8％的平均水平。

该研究还指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世界上较不稳定的地区，
因为这一区域极易受到商品价格、流动性不稳定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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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预测：双方谈判效果有限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美日重点锁定农业和汽车领域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本报讯 近日，在华盛顿召开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
（WB）春季会议就世界经济放缓的
扶持政策进行商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在年度报告书中特别建议韩
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启动经济扶持

政策。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曾

建议瑞士扩大公共事业开支，并对
德国等财政收支顺差的国家提出希
望进行减税或扩大支出以提高经济
增长。以去年为准，韩国的财政顺

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75%，
德国为 1.71%，瑞士为 0.33%；美国
的财政赤字为 4.26%，中国（逆差）
为4.81%，各国之间的差距很大。

《华尔街日报》称，韩国的年度
预算是盈余的，澳大利亚的财政现

在虽然是赤字，但预计几年内会转
换为黑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对财政收支顺
差的国家提出“活用盈利进行投资，
为经济发展和成长打造空间，但这
点一直做得不够。” （吴宇）

IMF建议韩德和澳启动经济扶持政策

美日贸易谈判谁将胜出？

当地时间 4月 16日至 17日，美
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日本经济再
生担当大臣茂木敏充在华盛顿就两
国经贸关系展开谈判。

“这次举行的经贸谈判是去年
9月日美首脑会谈的延续。”青年日
本问题学者陈洋接受《中国贸易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当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展开名
为货物贸易协定（TAG）的新贸易
谈判达成一致，双方承诺将下调农
产品和工业品关税等。此次日美双
方代表除就农产品、工业品关税进
行谈判外，还谈及汇率等问题。

陈洋表示，此次日美经贸谈判
既是承前，又是启后。安倍晋三将
于 4 月末访美，与特朗普举行首脑
会谈。如此一来，此次经贸谈判就
显得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取得令美
方满意的进展，那么他将在会见安
倍的时候进行施压，进而冲淡安倍
想要深入沟通的其他议题。

“致力于连任的特朗普将寻求
尽快取得经贸方面的政绩，强迫日
本尽快妥协退让，但日本方面肯定
还是继续以拖延为主。”陈洋表示，
特朗普很不满对日本的经贸赤字，
在中美经贸谈判取得一定进展后，
将日本视为下一个重点打击目标。

与之相反的是，伴随中日关系
的改善发展，今后中日经贸合作将
会更加深入。“一方面日本面临美国
的经贸压力，经贸上转向靠拢中国
是必然；另一方面‘安倍经济学’出

现颓势，今年又是日本经济关键之
年，所以安倍政府必须要顶住美国
经贸施压，深化对华经济合作。”陈
洋说，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日美经
贸谈判前，第五次中日经济高层对
话会于 4月 14日在北京举行，双方
就深化经济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
自由贸易体制等达成10项共识。

据了解，日美贸易战始于 1960
年代，从那时起，至1990年代，双方
产生了无数次贸易纠纷，其中行业
层面的大型贸易战共有 6 次，宏观
层面的贸易战有2次。此次美日贸
易谈判的焦点为农产品及汽车问
题。日本谋求的是仅限于汽车、农
产品等物品交易的物品贸易协定的
签署，而美方设想的是包括服务贸
易在内的全面自贸协定的达成。

据外媒报道，随着美国退出，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已生效，目前美国牛肉在
日本市场份额正被竞争对手夺走。
此外，日本对美国推动其国内农业
市场进一步开放也持谨慎态度，曾
表示不会做出比现有双边和多边自
贸协定更大的让步。

“在本次谈判期间，美方希望日
本能够将进口美国农产品的关税进
一步下降，至少降低至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的水准。”陈洋告
诉记者。

但一位日本高官对媒体表示，
日方没有办法先达成农业协议。如
果美国敦促日本尽早开放农业市

场，日本政府或将提出美国取消对
日本工业产品关税的要求。

“由于农业一直是日本的“圣
域”，汽车业是日本经济支柱产业，
因此，在下调美国农产品和进一步
开放日本国内汽车市场方面，安倍
政府会有所让步，但步调不会太
大。”陈洋认为。

在汽车领域，相关专家表示，日
美双方意见难成一致。去年，在美
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美国-墨
西哥-加拿大协定中，针对本地化
生产的汽车，发动机和变速箱等主
要零部件被要求必须在三国范围内
生产，即使只有一种采用在区域外
生产的产品，该车型也不能被认定
为区域内生产车，无法享受在三国
之间以零关税进出口的待遇，这份
新的协议预计于 2020年生效，此协
定将对日本汽车厂商带来较大的冲
击，有可能会拉低日本汽车在美国
以及北美市场的竞争力。

“但由于日美经贸赤字中，日本
对美出口的汽车占据了赤字总额的
80%，所以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开
放国内汽车市场。”陈洋表示。

此外，在汇率问题上，美国主张
设立限制诱导日元汇率走低的条
款。对此，陈洋认为，正是因为近年
来日元贬值才使得日本经济恢复发
展，所以安倍政权在汇率问题上也
会谨慎对待。鉴于日本与美国在经
贸问题上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所以
两国之间的经贸谈判还将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