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关税踩刹车
全球贸易惊魂未定

中国汽车零部件

品牌展在德黑兰举行

7月8日下午，在这样一个火
热又魅力四射的夏日，近千名观
众参与了由安利珠海分公司在珠
海度假村酒店举办的活力大
Party——安利XS新口味上市
发布会。安利（中国）佛山城市群
经理郭伟斌先生出席了此次的发
布会活动。

健康运动饮料 XS 酷爽夏
日的清凉能量

青春洋溢的街头舞蹈，节
奏感十足的说唱，这些时下最
受年轻人追捧的元素都在发布
会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备受活
力运动人士喜爱的 XS 上市了
三种全新的口味：葡萄柚味、芒
果菠萝番石榴味以及不添加咖
啡因的芒果菠萝番石榴味，供更
多人群选择。在发布会上，佛山
城市群经理郭伟斌先生对新口
味产品做了详细介绍，他表示，
随着新口味的上市，主打更有
型、更炫酷、更健康、更活力的
XS运动营养饮料将受到更多人
群的追捧。

年轻就有无限可能 安利助
力年轻创客收获更好的生活

拥有优美的环境，宜人的气
候，并且还有良好创业土壤的珠
海被称为“创客花园”。作为一个
以年轻人为代表的城市，珠海包
容且充满活力。在发布会现场，
珠海年轻人们展现了青春的无穷
力量。年轻领袖代表在现场分享
了自己在安利的创业经历。他们
是一群“不安分的”80、90后，热
爱自由，不喜欢朝九晚五、一成不
变的生活。于是，不甘现状的他
们加入了安利事业，并在其中发
现了自己的无限可能，XS的年
轻潮流和时尚的生活态度也为他
们的生活增添活力，并成为拓展
他们事业的助推剂。

对于 XS 新口味上市的销
量，郭伟斌充满信心。他表示，
XS是冒险精神、工作和娱乐的完
美结合，对于珠海的年轻人是一
个不错的商机，而安利轻创业平
台能很好地为创客们提供机
会。 （广供）

酷爽夏日大趴，有你不一Young！

安利XS新口味上市发布会

新华社德黑兰7月10日电
由中国商务部主办的中国汽车零
部件（伊朗）品牌展暨德黑兰国际
汽车零部件展10日在伊朗首都
德黑兰开幕，展会将持续四天。

展品范围涵盖汽车整车、汽
车零部件、汽车零配件、车载电
子系统、汽车维修维护服务、润
滑油和添加剂、轮胎轮毂等千余
种全链条产品。来自中国、伊
朗、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的100
余家汽车及零配件企业参展。
展会同期还将举办“新时态下汽
车企业在伊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主题高峰论坛。
中国商务部外贸发展局代表

么玉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
次展会是中国商务部“中国品牌”
计划在伊朗市场的重要实践，是
新国际经贸环境下中国汽车及零
部件企业对海外市场的一次积极
探索。

伊朗汽车零部件经销商协会
秘书长马拉基表示，展会将加深
伊朗市场对当代中国汽车及零部
件企业的认识，加强两国相关领
域的经贸合作，从而进一步巩固
两国经贸关系。

中国汽车零部件中国汽车零部件（（伊朗伊朗））品牌展现场品牌展现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发布会现场。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11日发布数据
显示，1 至 6 月我国汽车产销
1405.77万辆和1406.65万辆，同
比增长4.15%和 5.57%，上半年
汽车产销总体保持稳定增长。

中汽协数据显示，1 至 6
月，我国汽车产销量与上年同
期相比，产量增速回落 0.49 个
百分点，销量增速提升 0.83 个
百分点。其中，乘用车产销
1185.37 万辆和 1177.53 万辆，
同比增长3.23%和 4.64%，增速
均 有 所 提 升 ；商 用 车 产 销
220.40 万辆和 229.11 万辆，同
比增长 9.41%和 10.58%，增速

呈一定回落。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41.3 万辆和
41.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4.9%
和111.5%。其中，纯电动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31.4万辆和31.3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79%和96%；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10万辆和9.9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170.2%和181.6%。

此外，上半年，中国品牌汽
车销量排名前十家企业为上汽、
长安、吉利、东风、北汽、长城、一
汽、奇瑞、广汽和江淮，这十家企
业共销售汽车594.32万辆，占中
国品牌汽车销售总量的81.32%。

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
保持稳定增长

近期美国和欧盟贸易争端进一步
升级。

为回应美国6月初对欧盟的钢铝
关税大棒，欧盟6月22日决定对总额
28 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加征 25%关
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威胁对欧盟
汽车加征20%关税。

此后，围绕汽车关税的争论与反
制措施不绝于耳。欧盟7月2日强势
回应称，如果特朗普以惩罚性关税打
击汽车进口，欧盟将和其他主要经济
体一同展开反制措施，可能涉及2940
亿美元的贸易，相当于2017年美国商
品出口的19%。

但三天后，经过双方私下的非正
式谈判，7月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
示如果美国放弃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
20%关税，她准备支持欧盟削减对美
国汽车的进口关税。

美国的重要盟友欧盟、日本，以及
中国等40个国家此前在世界贸易组
织（WTO）对美国加征汽车关税表达忧
虑。“美国的行为可能严重破坏全球市
场，引发连锁效应，最终或导致多边贸
易体系全面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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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业或损失惨重
5月底，美国商务部宣布以

国家安全为由，调查欧盟针对美
汽车业的进口关税。

早在5月23日，特朗普已
下令美国商务部对进口汽车及
其进口零件进行所谓232调查，
即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条款授权，评估上述产品是
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6月 23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推特上表示如果欧盟对美
国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不撤销，那
么美国将对自欧盟进口的所有
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单方面加
征20%的关税。

此前特朗普也多次表达了
对欧美之间汽车关税不平等的
不满：目前美国对自欧盟进口的
汽车征收2.5%关税，而欧盟则
对自美国进口的汽车征收10%
关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近
日在美国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
批评德国和日本的汽车制造业
从美国获得高额利润。

数据显示，去年欧盟对美国

出口了价值 436 亿美元的车
辆。而美国只对欧盟出口了价
值71亿美元的车辆。但欧盟表
示，欧洲公司在美国制造了近
290万辆车，直接扶持了美国12
万个工作岗位。如果将汽车销
售商和汽车配件销售商包括进
来的话，这个数字达到42万个。

通用首席经济学家伊莱恩·
巴克伯格说：“税改增加了居民
税后收入，消费者信心提高，家
庭收支状况良好，再加上就业市
场繁荣，因此消费者更愿意购买
汽车这样的大件消费品。”

欧盟表示，美国的汽车需求
近年来有所增加，但其国内产量
无法满足需求。欧盟销往美国
的汽车增加是为了填补美国市
场所需，数量并未暴增。

6月 29日，欧盟委员会向
美国商务部发出一份书面材料
称，美国向进口汽车及汽车零部
件加征关税是没有道理的，且在
经济上说不过去。文件表示，美
对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加征关税，

将导致美国汽车制造业成本上
涨，进而影响到销售，最终或致
其汽车制造行业员工失业。

丰田雷克萨斯北美公司总
经理戴维·克莱斯特警告说，对
汽车征收进口税将对所有汽车
制造商产生负面影响。“损失最
大的将是消费者，因为他们的选
择变少了。另外汽车价格可能
上涨，即使是在美国生产的汽
车，以在美国肯塔基州生产的凯
美瑞轿车为例，目前凯美瑞轿车
基本售价为2.36万美元，如果
汽车进口关税生效，那么该车型
的生产成本将上涨1800美元，
因为该车型约30%的零件需要
进口。”

业内人士估计，特朗普威
胁实施的新关税措施可能让
汽车行业成本增加数十亿美
元，一些汽车的售价可能提高
近6000美元。欧盟警告，加征
汽车关税将使美国国内生产
总值萎缩130亿美元至140亿
美元，而且不会给美国经常账

户带来任何好处。
另外，美国是欧洲最大贸易

伙伴，每年商品和服务贸易额超
过1.2万亿美元规模，而汽车业
在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汽车工业作为欧洲繁荣的
基石，除了德国拥有戴姆勒、
大众、宝马这三大汽车巨头，
欧洲各国都在汽车市场分了
一杯羹。

德国汽车行业协会数据显
示，德国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每
年向美国出口价值294亿欧元
的商品，而自美国进口的相关商
品为65亿欧元。专家指出，如
果美国加征汽车关税，对德国汽
车产业来讲将是一场噩梦。

近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
道，欧盟已回应称，如果特朗普
以惩罚性关税打击汽车进口，欧
盟将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同对
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展开反制措
施，或涉及2940亿美元的贸易，
相当于2017年美国商品出口的
19%。

撼动多边贸易体系根基
鉴于汽车在全球贸易中的

重要性，7月3日包括欧盟28国
在内的40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对加征汽车税表示了担忧，并警
告美国的行为可能严重破坏全
球市场，引发连锁效应，最终导
致以法理为本的多边贸易体系
全面崩盘。

世界贸易组织是在全球范
围内确保各国政府协商贸易协
定、解决贸易争端的平台。目前
世界贸易组织有164个成员，成
员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98%，
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

之一。
WTO中的一条核心规定

为“最惠国待遇”，它允许主权国
家自行制定任何关税，但要对所
有其他国家“一视同仁”。

但这条规定是特朗普政府
最难以忍受的。因为一般情况
下，美国的关税是世界上最低
的，所以特朗普认为在WTO全
球贸易框架里并没有达到互
惠。即便各国关税有高有低，但
因为大家都遵循了最惠国待遇，
特朗普无法强制他们实施与美
国相同的关税。

7月2日,特朗普就公开谴
责 WTO 对美不公，“美国在
WTO中的劣势非常明显，虽然
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做任何事
情，但如果他们不善待我们，我
们就要做些什么了”。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
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此前在
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WTO
协定里面有一个国家安全例外
的条款，每一个WTO成员都认
识到，国家安全例外只是在极
为罕见的情况下使用，要审慎
地使用。但是某一个成员在钢

铁和铝产品，甚至未来对汽车
产品采用这样的条款。如果大
家都效仿，用这个例外条款来
采取进口限制的措施，那么
WTO协定就难以执行。”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
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Ed-
ward Alden）表示：“特朗普已
经证明可以无视世贸组织的要
求来制定政策。所以我并不认
为世贸组织对特朗普政府有约
束。但如果特朗普继续尝试退
出世贸组织，将会造成更大的贸
易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增长受威胁
7月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

当天在德国议会上发表讲话称，
“我们现在已经面临钢铝关税，
但汽车关税的问题显然更严
重。这几乎勾勒出了贸易冲突
的轮廓，无论如何各方应竭尽所
能尝试避免冲突演化为贸易战
的情况发生。”

当天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报
告称，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出现
的经贸摩擦已经开始影响到全

球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根据世贸组织的这份报告，

从 2017 年 10 月到 2018 年 5
月，20国集团成员在这段时间
内共引入了39项新的贸易限制
政策，包括增加进口关税等，比
之前报告内的数字翻了一倍。

WTO总干事阿泽维多表
示，“这种不断升级的局势给各
国经济增长和复苏都带来严重
威胁，我们已开始见到一些前瞻

性指标对此有所反映。”5 月
WTO季度贸易前景指标显示，
第二季度贸易增长或将比第一
季度慢。“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
全球经济终于开始产生持续性
经济增长动力，但贸易限制行动
扩增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把
经济复苏置于危险境地。”WTO
报告表示。报告呼吁，20国集团
成员必须竭尽所能防止形势恶
化，并采取措施促进贸易复苏。

默克尔表示，十年前全球对
市场崩盘作出回应的经历显示，
合作比单边行动更为有效，作为
欧洲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默克
尔强调称，她决心捍卫受到特朗
普政府威胁的二战后国际体系。

“若不是本着友好的精神，
以多边方式展开合作，目前我
们在G20框架内行事的国际金
融危机绝不会如此迅速地得到
解决。”默克尔说。

双方欲达成妥协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

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心存与美
国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忧虑，欧盟
眼下也在考虑与世界汽车出口
大国就削减关税问题举行磋商。

报道援引3名外交人士的
话说，欧盟委员会正在研究，是
否有可能与美国、韩国和日本等
其他汽车出口大国通过谈判达
成一项协议。

另外据德国《商报》报道，7月
4日，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的负责
人与美国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

会晤。格雷内尔表示，特朗普考
虑暂缓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条
件是欧盟取消对美汽车关税。

三大公司掌门人均表示，他
们将支持取消欧盟对美国汽车
的进口关税，只要美国采取对等
行动，并放弃要增加关税的当前
威胁。如果能够避免一场关税
战，他们还可以发表一份保证，
承诺将维持对美国的投资水平。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伯
恩哈德·马特斯呼吁进行更多商
谈。他表示，对美关系的目前情

况很“艰难”，“只有双方共同努
力才能取消贸易壁垒”。

7月5日，默克尔说：“准备支
持欧盟削减对美国汽车的进口关
税，这是作为对美国放弃威胁对
欧盟汽车征税20%的回应。”

为了满足世贸组织规定，此
类措施也要求欧盟降低进口自
除美国以外国家汽车的关税。

“当我们想谈关税问题时，譬如
汽车，我们需要欧洲统一立场，
为此，我们仍然在努力。”她补充
道，“我已经做好了降低关税谈

判的准备，但不能只对美国这样
做。”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任
何关于相互取消关税及其他贸
易壁垒的建议都是积极的信
号。但很明显，谈判完全是在政
治层面上进行的。

美国驻德国大使馆发言人
表示，目前尚未就此达成正式的
关税提议，格雷内尔的目标是探
索更广泛的跨大西洋贸易协定
的选项，这一过程正在继续。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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