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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经热点

星园世界眼

外贸出口连降数月 产业转移掣肘颇多

日韩经贸数据有点难堪
■ 本报记者 路虹
日本财务省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5 月份日
本贸易出口额同比下降 7.8%，连续 6 个月同比下
降。当月，日本贸易逆差 9671 亿日元。数据显
示，受半导体制造设备、汽车零部件等出口明显
下滑影响，
5 月份日本出口降至 5.8351 万亿日元。
5 月日本出口下降主因是针对中国的出口下
降明显，数据显示日本对中国出口同比下降近
10%。而对美国出口继续增长、进口有所下降，
贸易顺差 3950 亿日元。
虽然日本在半导体制造设备、汽车零部件等
优势产业仍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位置，但从去
年 12 月开始，这些产业针对中国的出口额连续 6
个月下滑，这并不是日本优势产业被其他国家所
替代，而是在中国目前的消费能力下市场有效需
求已趋于饱和，并且中国人对物质的需求不像过
去那么大。
中国消费的大件以汽车为首，但汽车的销量
进入 2019 年来出现连续下滑趋势。今年 1~5
月，中国汽车累计销量完成 1026.6 万辆，比上年
同期均下降 13%。5 月，乘用车销量为 156.1 万
辆，比上年同期下降 17.4%。
因迭代快速而需经常更新的手机在中国和
全球销量也明显下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高端
智能手机市场下跌 8%，其中苹果出货量同比暴
跌 20%，1~5 月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1.44 亿部
同比下降 4.1%。
中国家电市场也是遭遇寒流。大数据公司
中怡康时代发布的总数据显示，2019 年 4 月家电
市场整体遇冷，市场规模(包含手机和 3C)1409
亿元，零售额同比下降 5.3%。彩电、空调、冰箱、
洗衣机等大家电 4 月市场规模均出现同比下滑，

分别下降 15.3%、13.3%、11.5%和 12.6%。
这些代表性的消费品同时都出现下降趋势，
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少见的现象。一方面说明
中国人们物质生活已得到一定满足，另一方面也
凸显出高房价对人们消费的挤压效应。
此外，一些外资企业由于中美争端以及中国
制造成本的上涨，开始转移生产线至成本洼地，
如印度、越南等地。去年，三星关闭深圳工厂，转
移到越南。不仅三星，现在一些美企、日企、韩企
均开始了撤资、转移的步伐。最近苹果公司要求
其供应商开始计划将 30%的生产能力从中国转
移到东南亚，目前中国市场生产的 iphone 占全
球总销量的 90%。世界最大连锁超市沃尔玛在
今年 5 月表示，将尽一切努力将商品价格保持在
低水平，比如与供应商谈判，以及在中国以外寻
找新的制造业产地等。这对于中国制造业或多
或少带来冲击。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订
单被印度、越南、印尼等人工更低的国家抢走，一
方面机器人和自动化快速发展，欧美和日本等国
家开始让制造业回归本土。跨国公司思爱普首
席执行官孟鼎铭日前告诉记者，本来在中国生产
的产品，整个生产链条都可以在中国完成，但由
于中美贸易摩擦，企业为了更便利和以更低关税
向美国市场出口，不得不将在中国的完整生产链
拆到世界不同地区，再把零件组装起来，最后向
美国市场出口。这毫无疑问是低效的。
再则，去年 11 月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
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规定，出口到北
美市场的汽车产品中原产于北美的零部件比例
必须达到 75%才能获得免税待遇（之前的比例为
62.5%），而且一辆汽车中至少 40%的部分需要
由平均时薪超过 16 美元的工人所生产。同时，
新协议还规定 70%的钢铝产品需购自北美自贸

区内。新规定迫使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企业把
产地从第三方转移到北美地区。根据美国商务
部门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汽车市场主要销售来
自日本、德国、韩国等品牌的汽车，但这些品牌汽
车目前的工厂在亚洲第三方国家，如果想进入北
美市场，那么就必须改变目前的供应链。目前宝
马汽车将加速让宝马的工厂转移到北美三个国
家里；奔驰汽车总裁称旗下的汽车将会按照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规定，让奔驰的工厂转移到美
国去；日本汽车的制造业也表示新的北美贸易协
定让集团更加重视北美地区，该集团将会重点投
资建设新工厂，马自达目前的制造业务在日本，
如果马自达要想进入北美市场，那么就必须把汽
车的零部件在北美生产，不然将会受到美国关税
影响，日本两大汽车制造商丰田和本田也计划在
美国投资新的工厂，将产能逐步地转移到北美三
国，就业人数最多的汽车制造业将会从亚洲转移
到北美。这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引
发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链逐步向北美地区转移，将
在今后几年时间里显现效果。
同时最新数据显示，韩国 6 月前 20 天出口
同比减 10%，或连续第七个月下滑。据韩联社
报道，韩国关税厅（海关）21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6 月前 20 天出口同比减少 10%，至 272 亿
美元，日均出口额同比减少 16.2%，至 19.6 亿
美元。从出口项目来看，半导体减少 24.3%，
石油制品减少 22.4%，乘用车、无线通信设
备 、船 舶 分 别 增 长 19.6% 、10.5% 和
20.6%。从出口国家和地区来看，面向美
国（3.3%）、欧 盟（0.3%）、新 加 坡
（26%）的出口有所增加，面向中国
（-20.9%）、越南（-3.1%）、日本
（-7.5%）的出口均减少。

墨西哥参议院通过“美国—墨西
哥—加拿大协定”。6 月 19 日，墨西
哥参议院以 114 票赞成、4 票反对、3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美国—墨西哥
—加拿大协定”
（USMCA），墨西哥
成为三个国家中第一个获得立法机
构批准该协定的国家。2018 年 9 月
30 日，美墨加三国更新北美自贸协
定达成一致，新的贸易协定被命名为
“ 美 国 — 墨 西 哥 — 加 拿 大 协 定 ”，
2018 年 11 月三国正式签署协定文
本，但是需要经三国各自立法机构批

关，这种负相关不仅仅体现在计价
上，更体现在黄金对冲美元纸币信用
的作用。对银行来说，持有黄金将更
具有吸引力。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统
计，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明显增加，
近年来黄金的净购买量，不仅由负转
正，2018 年黄金购买量更创历史新
高。加上许多国家对黄金的政策趋
势，使黄金的吸引力逐渐浮现。今年
初，世界主流金矿开采公司——美国
纽蒙特矿业公司就以百亿美元的价
格收购加拿大黄金公司，看好后续黄

“再见”美墨加协定
又见黄金价格飞
■ 本报记者 刘旭
准才能生效。目前，美国是墨西哥最
大的出口市场，购买了墨西哥 80%
的出口商品。数据显示，美墨 2018
年双边贸易总额为 6120 亿美元。而
今年前两个月，墨西哥与美国的双边
贸易额达 974 亿美元，墨西哥首次超
过加拿大和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贸
易伙伴。目前，加拿大政府已将“美
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呈交议
会，由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所在的自
由党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市场普
遍预计协定终将获批。
黄金价格大涨，
“金色狂热”
正要
展开。受到美联储“鸽派”言论的激
励，6 月 20 日国际现货黄金盘内大涨
行情，黄金价格在 1380 美元/盎司附
近震荡。6 月 21 日，白盘黄金价格一
路上行最高触及 1411 美元/盎司，达
到近几年新高。6 月 19 日，尽管美联
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该机构态度
转“鸽”，从先前的“保持耐心”转为
“酌情”
采取行动，显示为降息之路开
了大门，这也对黄金价格带来支撑。
黄金作为贵金属，天然与美元负相

金需求。
日本出口连续 6 个月下降。6 月
19 日，日本财务省公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受全球贸易环境恶化影响，5
月份日本出口额同比下降 7.8%，自
去 年 12 月 以 来 连 续 6 个 月 同 比 下
降。加上原油进口激增，导致日本 5
月进出口赤字达到 9760 亿日元（合
89 亿美元），为四个月来首次月度赤
字。据日本共同社称，日本 5 月贸易
收支呈现大幅逆差的宏观原因源于
美中经贸摩擦的紧张局势。5 月份，
美国提出针对中国华为公司的禁运
措施，并宣布对智能手机等中国输美
商品加征关税。受此影响，日本生产
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与汽车零部件等
产品，对华出口明显减少。美中经贸
摩擦的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中国，也
扩大至韩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导致
亚洲地区内的供应链断裂，投资和生
产疲软势头扩大。
《日本经济新闻》分
析称，全球贸易量正急剧减少，企业
界对美中经贸关系的担心可能转化
为经济活动上的停滞不前。

跨国经营
商视界
“基于我今天所听到的一些讯息，我认为中国接下来将
会更进一步开放。”6 月 20 日下午思爱普（SAP） CEO 孟鼎
铭在中国北京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地作出如
上表述。孟鼎铭所说的“今天所听到的一些讯息”，来自于当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第七
届圆桌峰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了来华出席该峰会
的 19 位世界 500 强公司负责人，并与他们就“大变局下的中
国与世界”
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孟鼎铭认为，中国经济一定会继续保持增长，并对此抱
有充分信心。
“我们在中国将看到更多机会，中国还有很多产
业面临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包括医疗行业、科技领域、可
持续发展、绿色环保等领域，我们觉得 SAP 在中国的发展走
在了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上。中国更光辉的时代还在前面，
SAP 要在中国加速发展。”所以今年 1 月，SAP 启动了“中国
加速计划”
，
标志着 SAP 对中国市场长期承诺的进一步深化。

SAP 计划在中国农村
培训 5 万创业者
■ 本报记者 路虹
孟鼎铭认为，接下来最大的机遇存在于中国中小企业未
来的发展。为此，SAP 计划 3 年时间里在中国广大农村市场
培训 5 万名创业者。孟鼎铭注意到，几乎所有中国中小企业
都强烈地希望自己快速成长为大型企业。这对 SAP 来说是
个很大的创新机会，通过帮助中国中小企业，把 SAP 的创新
理念进一步扩展到全中国，甚至让中国中小企业能够在全球
市场上进行竞争。
“ 这是我们 SAP 的愿望，将有助于帮助改
善中国大量中产阶级人群的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也有助于
帮助实现中国人的
‘中国梦’。”
在谈到全球贸易摩擦加剧时，孟鼎铭认为，全球化过去
几十年取得了骄人成绩，迟早会面对一个艰难时刻。但这不
是作为失去乐观态度的理由，因为所有挑战都有可能转化为
机遇。全球化是最好的一条道路，继续保持乐观是必胜之
道。同时孟鼎铭希望中美能够尽快达成贸易协议。中美之
间缺乏理解或者信任的状态不会延续太久，因为它会给世界
所有公司带来不确定性，并导致全球供应链会错位。孟鼎铭
相信最终中美之间的一些问题不会花太多时间就可以解决，
因为全世界需要中美最终能够携手进行合作。未来大势是
合作创新，这不仅对于中美两国重要，对于全世界来说也同
样具有重要作用。
孟鼎铭最后表示，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推动和赋能者，
SAP 积极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SAP 植根中国二十
多年，并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我们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的改
革开放历程，为之做出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
的发展，SAP 也从中受益，实现了业务突飞猛进。今天，中国
的创新速度日新月异，而我们对这一市场的投入也与日俱
增，我们期待着未来持续创新和发展。
”

“美国病了”才是真相

■ 韩冰
“美国现在的状况好极了”
“ 美国会
再次伟大”……当下，美国一些人如此宣
扬美国的现状。然而，综观一个时期以
来美国种种内外表现，
“ 美国病了”才是
真相。
“美国病”呈现诸多外在症状，包括
一言不合就挥舞关税大棒、动不动就干
涉别国内政、明明在双边贸易中得利丰
厚却嚷嚷“吃亏上当”、无端指责别人危
害自身安全、与盟友近邻都闹别扭以及
肆意毁约退群等等。
外在种种“邪气”由内因引起。
“美国
病 ”的 内 因 大 致 有 三 。 一 是 阴 阳 失 调
——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美国耶鲁大学
学者、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
芬·罗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自身过

度消费、储蓄不足，是美国巨额贸易赤字
的根源。
二是气血不足——由于贫富差距日
益悬殊，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中产
阶级处境日渐窘迫。从美国媒体报道到
美联储的研究调查无不显示，相当一部
分美国中产者看似风光，实则若遇上紧
急状况，可能一下子连几百美元都拿不
出来。
三是急火攻心——一些人急于捞选
票、出政绩，一些民粹主义者头脑发热，
臆想树敌，种种浮躁导致“新冷战论”
“文
明冲突论”
“中美脱钩论”
喧嚣扰攘。
外邪内疾交织，使美国社会日益脏
腑失调、经络不通，渐成沉疴之势。然
而，面对身上的种种疾患，美国却不想正
视，不仅不愿及时治疗，甚至压根不认为
自己有病。同时，美国又见不得别人的

身体比自己好，明里暗里企图割别人的
肉补自己的疮。四处挥舞关税大棒，近
打墨西哥、加拿大，远打中国、欧盟，端的
是
“威风凛凛”
了。
美国的言行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荒唐
逻辑：世上只能我最强，哪怕是我生病，
吃药的也应该是别人！对此，世界都看
不下去。斯蒂芬·罗奇批评：
“ 把注意力
放在替罪羊身上显然比反观自照要容易
得多”。英国《金融时报》警告说，这样的
美国不仅不伟大，
反而
“再次可怕”
。
美国所作所为，终归害人害己。一
方面，给世界发展前景带来阴影。从二
十国集团到石油输出国组织，最近都警
示全球经济存在下行风险。形成这一
风险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频施霸凌举
措，扰乱国际经贸秩序和破坏全球价值
链。

另一方面，种种荒唐之举的危害连
美国人自己都难再忍受。美国挑起对中
国贸易战后，600 多家美国企业和机构
日前联名写信，反对美国政府对中国商
品加征关税的保护主义举措。美国的媒
体和学界中，认为“中国不是问题，资本
主义才是”
“美国不应将自身问题归咎于
中国”
的公道声音不绝于耳。
针对美国病症，
“ 中国处方”可能十
分有效。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可以治心安神，
“ 互利共赢、包容共
鉴”的主张可以补气活血，
“ 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的箴言可以调理情绪……如此
这般，
对治疗美国病大有裨益。
不过，如果对自己的病视而不见，是
不可能自愈的。讳疾忌医的结局，往往
是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救。美国，该好
好吃药了。

环球观察

新领导人选与“碳中和”之争困扰欧盟
■ 王子辰
欧盟夏季峰会 6 月 20 日至 21 日在比
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欧盟成员国除在英国
脱欧问题上重申不与英国重新谈判的统一
立场之外，
在下届欧盟机构领导人选、
“碳
中和”
等重大问题上都未能达成一致。

领导人选讨论无果
今年是欧盟机构领导人的
“换届年”
，
涉及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
欧洲议会议长、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等多个要职。讨
论这些重要职务的人选是本次峰会最重
要的议题，但与会各方存在不小分歧，未
能就人选达成一致。欧盟 6 月 30 日将召
开特别峰会，
届时各方将继续磋商。
在换届的多个欧盟机构领导职位
中，最重要的是欧委会主席一职。法国

总统马克龙会后透露，在欧委会主席人
选问题上，欧洲议会各大党团提出的三
名“领衔候选人”都未在欧洲理事会层面
得到较为一致的支持。
按照规定，欧委会主席人选须由欧
洲 理 事 会 提 名 ，再 经 欧 洲 议 会 投 票 通
过。也就是说，欧委会主席人选必须得
到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双重认可。
在 2014 年的欧盟机构领导人换届
时，欧委会主席人选是通过所谓“领衔候
选人”制产生的。当时，欧洲议会各大党
团都推出自己的“领衔候选人”。最大党
团欧洲人民党党团推出的“领衔候选人”
容克最终得到各方支持。
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人
民党党团蝉联最大党团，但该党团推出
的“领衔候选人”、德国人韦伯想“循例”
接任容克却遭遇了很大阻力。
首先，阻力来自欧洲议会层面。欧
洲人民党党团虽然蝉联最大党团，但所

获席位减少，再加上韦伯本人在欧盟范
围内影响力有限，因此其提名要得到过
半数议员支持难度不小。目前，欧洲议
会其他多个党团也都提名了人选，各政
治阵营都希望
“自己人”
执掌欧委会。
其次，欧洲理事会层面对韦伯的反
对力度也较大。虽然德国总理默克尔支
持韦伯，但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其他欧盟
成员国领导人始终反对韦伯“上位”。以
马克龙为代表的多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
还对“领衔候选人”制提出异议，主张不
应再遵循 2014 年的程序。
法国和德国向来是欧盟的两大巨
头，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法德对于欧盟
机构领导人选的考量极为关键。如果法
德不能达成一致，
欧委会主席将
“难产”
。

“碳中和”难获共识
除领导人选问题外，此次峰会也未

能就到 2050 年实现欧盟“碳中和”达成
共识。
近期，
“ 气候政治”成为欧盟最热门
的话题之一，多个以关注气候变化为核
心的环保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异
军突起。具体落实到欧盟的政治愿景
上，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成为很多政
治力量的统一诉求，因此本次峰会对达
成这方面的共识期待极高。但峰会的联
合声明只是在“脚注”里提及，对于绝大
多数欧盟成员国来说，
“ 碳中和”必须在
2050 年前实现。
分析人士指出，波兰、匈牙利、捷克
等中东欧国家对实现“碳中和”并不买
账。这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欧盟国家
担心，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
能会对本国的未来发展构成限制和障
碍，而更为富裕的其他成员国却不愿“买
单”，帮助这些中东欧国家弥补经济上的
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