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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針對美國國會日前發表
報告建議阻止華為和中興在美投資一事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9日強
調，該報告僅憑主觀猜忌和不實依據，
對中國進行無端指控，中方對此表示嚴
重關切和強烈反對。

【本報記者賈磊、實習記者葉世
鏗北京九日電】中國外交部9日成立
國際經濟司，國務委員戴秉國、外交
部長楊潔篪等出席成立大會。楊潔篪
表示，要通盤考慮對外政治關係與經
濟合作，積極穩妥地推進經濟外交工
作。據本報了解到，前駐荷蘭大使張
軍擔任國際經濟司司長。

戴秉國在成立大會上表示，經濟
外交始終是中國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
部分，在國家發展和外交全局中發揮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外交部要以成立
國際經濟司為契機，在更高水平、更
深層次上推進經濟外交工作。

楊潔篪表示，外交部將經濟外交
作為重要工作內容，始終堅持統籌兩
個大局，着眼外交全局，加強戰略思
維，通盤考慮對外政治關係與經濟合
作，積極穩妥地推進經濟外交工作。
成立國際經濟司的目的，主要是根據
新形勢下加強經濟外交工作、服務國
家科學發展的要求，從政治和外交角
度更好地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經濟治
理，落實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
維護國家的發展利益和經濟安全，同
時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實現各國共
同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介紹，國際經
濟司負責的工作主要包括中國領導人
出席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亞太經
合組織、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機
制等重大峰會的籌備及後續行動；會
同國內有關部門，從政治和外交上協
調、研究和參與聯合國及有關國際、
區域合作框架內的經濟與發展合作及
相關業務；研究全球經濟治理、國際
經濟金融形勢及制度、規則建設、區
域經濟合作有關問題。

有助協調處理經濟摩擦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接

受本報電話採訪時表示，成立國際經
濟司的大背景是經濟全球化，經濟在
國際關係中的分量越來越重，經濟成
為國際政治中許多重要會議的議題，
成為全球治理一個很重要的內容。現
在新出現的一些機制都跟經濟有關，
經濟和政治已經密不可分，所以需要
一個專門的機構來處理這些事務。

曲星強調，國際經濟司對於以後
中國同其他國家進行經濟上的溝通，
包括協調處理國際經濟糾紛和摩擦肯
定會發生很大的作用。

資料顯示，擔任國際經濟司司長
的張軍，1960年8月出生於吉林省，
先後在外交部國際司、辦公廳、常駐
聯合國代表團等部門任職，曾擔任外
交部國際司處長、參贊、副司長，
2004 年至 2008 年任唐家璇國務委員
辦公室主任，2008年至今年7月任駐
荷蘭王國大使。

中國旅客境外遊概況
消費

2011年：690億美元

2012年（預計）：800億美元

銀聯卡交易額：+33%（與去年「十一」黃金周比）

佔歐洲奢侈品銷售額：50%（2011年）

人次

2011年：7025萬（比2010年+22%）

2012年（預計）：7700萬（比2011年+10%）

據中新社北京九日消息︰8日，美國國會眾議
院情報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稱，中國華為技術有限
公司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
威脅，建議阻止這兩家企業在美開展投資貿易活動
。沈丹陽就此表示，美國國會有關委員會的這份調
查報告僅憑主觀猜忌和不實依據，就以國家安全為
由，對中國進行無端指控，排斥中國企業在美開展
正常經營和參與正當競爭，中方對此表示嚴重關切
和強烈反對。

無交代 「不當行為」 細節
值得指出的是，美方報告中並未包括其所聲稱

的有關華為存在不當行為的具體細節。該委員會辯
稱，報告中有一個部分屬機密信息，為保護美國國
家安全，該部分信息不能公開。這也成為被外界詬
病的一個緣由。

沈丹陽表示，美國會此舉既有違美一貫倡導的
自由市場規則，也不利於中美雙方企業相互開拓市
場，擴大合作。

促美創造市場平等環境
沈丹陽稱，希望美國會摒棄歧視中國企業的做

法，秉承開放、合作的原則，切實為兩國企業開展
貿易投資活動創造公正、平等的市場環境，促進中
美雙邊經貿合作順利發展。

針對美方指控，華為發言人已於8日回應稱，
美方對國家安全的擔憂是 「毫無根據的」。同日，
中興通訊在深圳否認了美方指責，聲明該企業 「不
會對美國市場造成任何安全威脅」，並敦促美相
關機構和人員 「擴大視野審視整個電信產業供應
鏈」。

華為責美報告建基臆測
另一方面，華為9日就美國國會眾議院情報委

員會調查報告發表聲明，強調這份歷時 11 個月完
成的報告，仍然未能提供明確的資訊或者證據證明
委員會的擔憂是合理的。聲明指出，在調查期間，
華為全力和委員會進行公開、透明的合作，最高管
理層在華盛頓、香港和深圳多次面對面回覆了委員
會的問題，委員會成員檢查了華為的研發、培訓、
生產等區域，華為還提供了大量文件，包括過去十
年的董事會、監事會的名單，從 1987 年成立以來
每一年的銷售資料，以及持股員工名單和持股數量
、資金來源及財務運作等資料。即便如此，委員會
的一切活動和努力似乎都指向一個既定的結果。

聲明又稱，儘管美國國會方面否認以國家安全
為藉口進行政治博弈或貿易保護主義，但調查報告
既沒有考慮華為在美國及全球良好的網絡安全紀錄
，也對其提供的大量事實資訊視而不見。甚至早在
委員會決定啟動調查前，委員會的高級成員就公開
通過傳媒呼籲 「美國商界在選擇華為設備上採取謹
慎態度」。

聲明形容報告 「充滿了傳聞和臆測的資訊，來
證明這些根本不存在的指控……唯一目的，就是阻
礙競爭、阻撓來自中國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公司進入
美國市場」。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九日消息：
獨立電信分析師付亮表示，北美是全球
規模最大的電信市場，但中興和華為在
國際化進程中，始終未敲開其電信網和
企業網核心設備市場的大門，僅在手機
、網卡等終端領域有所突破。

在過去的十餘年中，華為中興紛紛
邁入世界設備商五強，並在亞太、非洲
、南美取得驕人業績。在歐洲市場，也
相繼突破德國、英國、法國、西班牙等
國。2011 年，華為成為設備商全球老
二，海外銷售業績達到 1384 億人民幣
，佔到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

在美國市場，全球五大設備商中另
外三家愛立信、阿爾卡特─朗訊、諾西
都均佔有一席之地。如果中興、華為能
夠打入美國市場的話，將會帶來利益格
局的重大調整。美眾議院報告被認為意
在阻止中興、華為進入美國市場。

付亮表示，如果要成為有影響力的
設備商，就必須在北美市場有所斬獲。
但此次美眾議院報告為華為和中興的全
球戰略帶來陰影。

不過，據預計中興和華為不會放棄
美國市場，並將為自己據理力爭。此次
唱衰報告出台後，遭遇了中興、華為迅
速和強烈的回應。

【本報訊】據新華社九日消息︰中國剛剛
過完 「雙節」長假期。隨着愈來愈多內地客到
外國掃貨，這幾天對歐美一些零售商和奢侈品
牌而言，可謂人財兩旺。可以說， 「黃金周」這
個富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已經成功「走出去」。

事實上，各個名店林立的城市均為中國
「黃金周」做足準備功夫。法國巴黎春天百貨

專門為中國消費者推出了 「黃金周」促銷期，
還設有專門的華人退稅區。在巴黎著名的老佛
爺百貨商店，化妝品除了常規的銷售區域，還
另外闢出一個專區給中國消費者，並且聘用了
大量懂中文的銷售人員。

「這幾天，南非約翰內斯堡大大小小的鑽

石店中，隨處都可見到中國人的身影。11人的
旅行團，在不到1小時內消費逾10萬元。」剛
剛從南非歸來的隨團導遊李娜說。

催生新名詞 「北京鎊」
由於中國顧客超強的消費能力，英國媒體

更基於 「英鎊」的概念創造了一個新名詞 「北
京鎊」，稱 「北京鎊」所消費的Burberry、LV
、Gucci 等大牌奢侈品預計將會佔整個奢侈品
行業銷售額的三分之一。

上海中旅國際旅行社出境部領隊馬莉今年
國慶節帶團出遊美國，遊客都是在國內已做好
功課，拿着長長的購物單，每到一處就瘋狂掃
貨，原計劃安排的購物時間總是不夠用，一般
每個遊客消費金額在四、五萬元左右。

名店聘講中文服務員
「三、四年前，美國大多數奢侈品店還沒

有會講中文的服務員，如今各家店都有專門針
對中國客人的導購員。商店還為中國遊客發放

優惠券，很多地方掛着歡迎使用銀聯卡的招牌
，有的商店老外門童還會講中文。」馬莉說。

中國銀聯最新公布的數據亦顯示，在過去
八天 「超級黃金周」，中國銀聯持卡人在境外
交易額同比增長33%；除了歐美、東南亞等中
國遊客較密集的境外遊目的地交易量增長明顯
，在黎巴嫩、希臘、冰島、約旦等國家和地區
，銀聯卡交易額均呈數倍增長。

國家旅遊局的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出境
旅遊人數為 7025 萬人次，同比增長 22%，而
2012 年這一數字有望達到 7700 萬人次；2011
年中國遊客出境旅遊花費為690 億美元，預計
今年將達到800億美元。

國際退稅機構環球藍聯的數據表明：2011
年，中國大陸遊客貢獻了歐洲奢侈品銷售額的
一半；中國消費者到歐洲、新加坡及香港旅遊
購物，平均每次花費1.1萬歐元。

境外遊擴及二三線城市
對外經貿大學奢侈品研究中心研究員曾明

月說： 「中國遊客海外消費主要集中在皮具、
手表、化妝品、配飾等，價格相對可以接受，
大部分消費者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富人，而是
因為對未來經濟和收入持續上升的樂觀預期而
加入這種 『輕奢侈』消費。這種消費人群在
西方原本也有，但近年來因為經濟低迷而萎
縮。」

「以前主要是沿海城市的居民出遊和消費
能力比較突出，這兩年內地城市到境外旅遊的
人也越來越多，尤其是二三線城市。」上海中
旅國際旅行社出境旅遊中心總經理郁偉華說，
隨着中國居民收入的增加，中國人消費能力越
來越強，中國 「購買力」已經成為各國都不能
忽視的重要經濟驅動力。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孫立堅表示，中國
人在境外消費的規模效應對當地經濟的拉動作
用，越來越被各國政府和學界肯定。美國有些
學者統計測算，中國五個富人在美國的消費就
能解決美國一個就業崗位。

外交部設國際經濟司
維護國家發展利益經濟安全

▲國際經濟司首任司長由中國前駐
荷蘭大使張軍擔任 網絡圖片

▲中國遊客在外國大手消費，令 「十一」 黃金周概念成功 「外銷」 。圖為中國遊客在巴黎
老佛爺百貨商店 網絡圖片

華為華為
●1987年創立

●全球最大電信網絡解決方案提供商

●全球第二大電信基站設備供應商

▲華為美國高級副總朱進雲早前出席美國國會聽
證會 資料圖片

淪美大選政治工具

中美經貿摩擦升溫
【本報訊】據中新社九日消息

︰中美近日在經貿領域的摩擦不斷
，繼美國國會8日發布調查，以所
謂 「國家安全受威脅」為由，建議
阻止華為和中興在美國的併購活動
，美國商務部亦即將發布對華光伏
產品的仲裁結果。有專家分析，這
一切皆是美國政府為大選出的 「拉
票招數」，隨着大選臨近，中美經
貿領域摩擦將日漸升溫。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陶文釗表示，美國幾乎一定會在光
伏產品問題上，採取不利於中方的

措施。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
研究所美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
究員肖煉則分析，這其實就是為了
大選，就是奧巴馬為了拉選票。

在美國正在進行的選戰中，就
業與經濟無疑是最熱門話題。共和
黨候選人羅姆尼指責奧巴馬對華軟
弱，導致美國工人被中國 「搶飯碗
」。背負這一指責，奧巴馬政府對
華政策趨於強硬並不出人意料。

美亦資助綠色企業
陶文釗指出，事實是，綠色能

源領域的競爭近年來持續升溫，企
業沒有政府資助，根本搞不起來，
這一點美國亦概莫能外。

對華為、中興在美併購遇挫一
事，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
中心研究員袁鋼明則直陳，這 「是
美國的老毛病」。他以剛剛訪問過
的美國西部愛達荷州一中資工業園
區項目被否為例指出，意識形態的
分歧及對於新興國家迅猛發展的恐
懼，在美國尚有很大市場，根本解
決這一問題，還需假以時日，但此
種恐懼心態亦從側面反映中國正迅
速成長壯大。

中美貿易戰機會不大
有人擔心，當下美國咄咄逼人

的 「攻勢」，最終將 「擦槍走火」
導致中美貿易戰，兩敗俱傷。對此
，袁鋼明不以為然。他認為只要奧
巴馬政府還在執政，兩國的貿易關
係就仍會維持在正常範圍內。

輿論普遍認為，即便共和黨候
選人勝出，其最終的對華政策也將
歸於理性，這既是美國大選中慣
有的現象，亦是兩國共贏的不二
之選。

對於中國受影響的相關產業，
深刻的反思亦不可缺。袁鋼明以光
伏產業為例指出，數年來中國光伏
產業的超規模發展，不僅造成了大
量產能過剩，亦一度因同行間惡意
競爭出現虧損出口的怪相，整個產
業亟待調整。

▲美國大選迫近，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奧巴馬（右）和羅姆尼紛紛
借 「對華強硬」 作拉票手段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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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中興
●1985年創立

●中國最大通信設備製造業上市公司

●中國最大本地無線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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