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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关总署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     海关总署会同口岸管理各相关部门日前出台《提升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的

措施（试行）》，提出 18 条针对性举措，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升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在优化通关流程方

面，主要采取取消海运提单换单环节、加快实现报检报关“串联”改“并联”、加大担保制度推广力度、深化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建设、推进跨部门一次性联合检查 5项措施；在简化单证手续方面，主要推出了实现海运集装箱货物设备交接单及

港口提箱作业信息电子化流转、推进口岸物流信息电子化、简化自动进口许可证申请办理、完善随附单证无纸化格式标准、

应用电子委托代理取代纸质报关报检委托协议书、简化进口免予 CCC 认证证明工作流程、简化出口原产地证办理流程七项措

施。在降低口岸收费方面，主要采取规范和降低口岸检查检验服务性收费、治理口岸经营服务企业不合理收费、继续开展落

实免除查验没有问题外贸企业（失信企业除外）吊装移位仓储费用试点工作三项措施。同时，通过建立口岸通关时效评估公

开制度、建立口岸收费公示制度、建立口岸通关意见投诉反馈机制等措施建立完善管理机制。此次出台的措施旨在通过优化

通关流程、简化单证手续、降低口岸收费、建立完善管理机制等方面采取有效手段，进一步压缩进出口环节时间和成本。 

2、中国今年 1 月减持美债 167 亿美元     中新社华盛顿 3月 15 日电 美国财政部 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 1

月份减持 167 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 1 月份的持债规模为 1.1682 万亿美元，比前

一个月减持 167 亿美元。中国依然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日本今年 1 月份增持 43 亿美元的美债，持

债规模升至 1.0658 万亿美元。截至今年 1 月底，外国主要债权人持有的美债总额为 6.2604 万亿美元，低于 2017 年 12 月份

修正后的 6.2849 万亿美元。对于美国国债问题，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今年 1 月曾表示，中国外汇储备始终按照

多元化、分散化原则进行投资管理，保障外汇资产总体安全和保值增值。与其它投资一样，外汇储备对美债的投资是市场行

为，根据市场状况和投资需要进行专业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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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江市商务局获悉，1～2 月份晋江实现外贸进出口 101.4 亿元，同比增长 20.3%。其中，出口 79.5 亿元，占泉州市总量的

41.6%，比增 33.8%。得益于国际市场持续回暖、新增企业拉动明显、开拓多元化市场、制造企业总体向好等多重因素，前两个

月，在原材料大幅涨价、人民币升值、贸易保护壁垒抬头等多重因素狙击下，晋江自营出口逆势上扬。1～2 月份，除玩具文具

外，晋江实现全行业开门红，纺织、服装、鞋类、伞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4.3%、43%、22.9%、29%；纸制品、机械及

配件、食品、贵金属加工等新优势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14.7%、34.6%、78.3%、36.6%。“从去年到现在，深沪很多内衣公司的订单

都做不完，连春节期间都在赶货。”深沪一内衣企业吴总说，今年第一季度的订单量比往年有所增加，加上年前积聚的订单都集

中在一二月份出货，也会对数字增幅产生影响。各行业逆势增长的背后，是晋江制造在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齐发力的结果。一组

数据值得关注——传统市场分别出口中国香港 8.6 亿元、比增 76%，美国 8.5 亿元、比增 54.8%，欧盟 12.3 亿元、比增 26.9%；新

兴市场分别对东盟 19.5 亿元、比增 36.8%，拉美 8.5 亿元、比增 42.6%，非洲 3.8 亿元、比增 21.1%。对于上述数据反映的趋势，

记者也从企业处得到了证实。公司生产的内衣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国家，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他们已在德国设立办事处，聘请当

地员工进行业务衔接。与此同时，该公司也在积极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厂房和市场。吴总坦言，未来，公司的新增长点

将来源于此。走访发现，原先专注欧美市场的企业，近年来已逐步实行传统与新兴市场“两条腿走路”的订单模式，以寻求更多

的市场空白点。晋江市商务局相关人士表示，下阶段，将通过扎实外贸队伍储备、加强相关外贸政策扶持、紧盯重点企业出口、

着重培育新增长点、积极组织海外参展及优化外贸综合环境等多个方面，助力晋江自营出口持续稳定增长。 

2、“洋猪肉”抢滩春节市场 1 月厦门关区进口 838.2 吨   受益春节市场需求刺激，猪肉进口呈现井喷态势。据厦门

海关统计，今年 1 月份厦门关区进口猪肉 838.2 吨，较 2017 年 12 月环比猛增 1.4 倍，同比增长 11.7%。数据显示，欧盟为

厦门关区最大猪肉进口来源地。2018 年 1 月份，厦门关区自欧盟进口猪肉 488.4 吨，同比下降 3.2%，占同期厦门关区猪肉

进口总量的 58.3%，其中自荷兰进口 188.9 吨，激增 2.4 倍；自爱尔兰进口 178.3 吨，激增 2.5 倍；自法国进口 72 吨，激

增 2 倍；自西班牙进口 49.2 吨，下降 0.8%。同期，自加拿大进口 349.8 吨，增长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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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贸易战，你应该知道的一切       美国时间 3月 22 日，美国总统

特朗普签署备忘录，依据“301 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

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根据当天签署的备忘录，美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将在 15 天内制定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具体方案。同时，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将就相关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美国财政部将

在 60 天内出台方案，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并购美国企业。特朗普在白宫签字

前对媒体说，涉及征税的中国商品规模可达 600 亿美元。特朗普表示，美国

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失控。他还称美国与欧盟、韩国的贸易也不公正。特

朗普边签署贸易备忘录边说，“这只是开始（This is the first of 

many）。”何为“301 调查”？   据了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去年 8月

宣布对中国发起“301 调查”。所谓“301 调查”源自美国《1974 年贸易

法》第 301 条，内容包括中国是否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强制美国进行技术转

让等。该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

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包括撤销贸易优

惠、征收报复性关税等。这一调查由美国自身发起、调查、裁决、执行，具

有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而在此之前，美国历史上还有五次对华启动 301 调

查的经历，包括三次“特别 301 调查”和两次“301 调查”。从历史上

“301 调查”的结果来看，最终几乎都是通过与美国磋商谈判而达成协议，

美国也较少实行报复性措施。今天，在面对新一场被强加的贸易战时，中美

经济实力对比空前有利于中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在美国对中国

依据“特别 301 条款”发起查抄行动的 1991 年，中国现价 GDP 为 4156 亿美

元，美国为 61741 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 14.86 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

际 GDP 中国为 12636 亿美元，美国为 61741 亿美元，是中国的 4.89 倍。到

了 2016 年，中国现价 GDP 为 113916 亿美元，美国为 185619 亿美元，美国

是中国的 1.63 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 GDP 中国为 212690 亿美元，美

国为 185619 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 87%。中国拟对 7 类美进口产品加征

关税 涉及产品约 30 亿美元   3 月 23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 301 调查

决定发表谈话称，美方无视中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事实、无视世贸组织规

则、无视广大业界的呼声，一意孤行，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

义，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此举不利于中方利益，不利于美方利益，不利于 

 

贸易战影响几何？    受中美贸易战影响，2018 年 3 月 23 日全球股市大幅下跌，沪指跌破 3200 点。美股

出现 2 月闪崩以来最大单日跌幅，道指、纳指、标普 500 三大股指纷纷收跌超 2%；欧洲股市同样受到较大

冲击，富时 100 跌 1.23%，法国 CAC40 跌 1.38%，德国 DAX 跌 1.70%；亚太股市大跌，日经 225 指数午盘收

跌 3.54%，刷新去年 10 月 10 日以来新低；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2.29%；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同样大幅下挫，

午盘大跌近 3%，蓝筹股全线飘绿，腾讯控股跌幅超 5%；沪深三大股指今日大幅低开，沪指跌破 3200 点。

截至今日（3月 23 日）收盘，两市股指下挫再度刷新今日低点，沪指报 31452.76 点，跌 3.39%，深证成指

报 10439.99 点，跌 4.02%，创业板指报 1726.02 点，跌 5.02%。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日前发布的一份

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征收 25％的关税，这将导致美国经济

未来 10 年损失约 3320 亿美元。证券人士分析，特朗普此次开展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有出于为其换取政治

和经济筹码的考量。A 股投资者应积极应对短期可能的冲击，中长期不必过于悲观。中信证券分析师明明

等报告称，在美国实施贸易战的背景下，中美贸易受到影响，由于中国政府也将采取反制措施，所以进口

可能出现同步下降；对债市而言，风险偏好下降有利于市场，但谈牛市还为时尚早。结合基本面以及利差

因素，预测中国将会采取一些列反制的贸易措施，维护相关利益，稳定人民币汇率。新华社援引业内人士

分析，美国内政治因素是推动特朗普此次行动的主要原因。特朗普欲借此兑现“美国优先”的竞选承诺，

安抚国内情绪，解决所谓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据兴业研究预计，未来随着全球市场份额竞争激烈

化，除传统贸易领域（纺织、钢铁、纸制品等）继续“双反”频发外，资本技术集中行业将成为中美贸易

摩擦的重灾区，而“301 条款”可能越来频繁地成为美方向我国施压的贸易“核威慑”。申万宏源研究团

队分析师李一民、汤莹则认为，特朗普提出的针对中国进行“301 调查”以影响中美贸易逆差的方法，在

历史中并没有应验过，由此看来，贸易逆差趋势不会因为美国启动调查而改变。BIMCO 首席分析师

PeterSand 表示，“所有的贸易限制措施，都将不利于航运。贸易战的结果就是货物品质差，而价格更

贵，同时可选择的产品变少。总的来看，贸易限制措施将会增多。这是个十分令人担心的事，全球海运的

需求将受到影响。对航运来说，更为糟糕的是，一些短视的政治立场也许会对诸如航运等全球性行业的参

与者造成长期性影响。”此外，关于特朗普总统宣布的美国将对钢铁征收 25%的关税，对铝征收 10%的关税

事件，希腊船东协会主席(UGS)Theodoros Veniamis 先生表示了深切关注，并指责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

动了“贸易战”。他表示，航运业一直反对破坏自由贸易和给航运业带来负面影响的保护主义政策。另

外，欧洲共同体船东协会（ECSA）)秘书长 Martin Dorsman 表示，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

25%和 10%的进口关税将会对大西洋关系和全球市场产生负面影响。航运界网综合整理自新华社、商务部网

站、环球网、华尔街见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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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利益，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任何情况下，中方都不会坐视自

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捍卫自身合法利益。

关于 301 调查，中方已经多次明确表明立场。中方不希望打贸易战，但

绝不害怕贸易战，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希望美方悬崖勒

马，慎重决策，不要把双边经贸关系拖入险境。2018 年 3 月 23 日，商

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 232 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

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

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该清单暂定包含 7 类、

128 个税项产品，按 2017 年统计，涉及美对华约 30 亿美元出口。第一

部分共计 120 个税项，涉及美对华 9.77 亿美元出口，包括鲜水果、干果

及坚果制品、葡萄酒、改性乙醇、花旗参、无缝钢管等产品，拟加征

15%的关税。第二部分共计 8 个税项，涉及美对华 19.92 亿美元出口，包

括猪肉及制品、回收铝等产品，拟加征 25%的关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