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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務院：中國新護照合法有效
北京籲各方勿過度解讀

《華爾街日報》稱，雖然美財政部重申，中國的
貨幣估計依然 「明顯偏低」，但拒絕給中國貼上貨幣
操縱國標籤，是為了避免公開責難中國，導致兩國外
交關係受損。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28日在記者會上表示，近
年來，中國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持續下降，外匯
市場供求平衡，人民幣匯率趨近均衡水平，不存在所
謂的 「明顯低估」。

洪磊表示，中國將繼續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
進性原則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希望美方正
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人民幣匯率等經貿問題，與中方一
道共同維護中美經貿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承認華放寬資本控制
美國財政部周二發表的報告稱，自2011年第三季

起，中國已大幅降低干預市場、左右其人民幣價值的
做法。這等於承認中國官員已採取措施放寬對資本的
控制。

美國財政部在新聞稿中說，2010年6月至2012年
11月初，按名義匯率計算，人民幣對美元已升值9.3%
，如果計入通脹因素，同期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幅度
約為 12.6%。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持續上升和中國
經濟結構調整的努力在降低經常項目順差方面開始發
揮作用，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從2007年的10.1%降至2012年的2.6%。

美國財政部在報告中指出，中國政府在繼續人民
幣匯改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今年4月中
國央行擴大人民幣對美元交易價格浮動區間的決定。
此外，中國政府在5月份舉行的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
濟對話中重申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承諾；6月和7月
中國央行採取了具體的利率改革措施，在存貸款利率
上給予銀行更大的靈活性。

為大選讓位 報告遲出台
美國財政部報告，是根據國會要求而撰寫的，該

報告原定於10月份發表，但後來延遲，留在一系列國
際會議和美國總統選舉有了結果之後才出台。該報告
以前也經常推遲出台。

上次美國給一個國家貼上貨幣操縱國的時候是
1994年，當時克林頓政府對中國做出了這樣的指控。
自那之後，無論是民主黨政府還是共和黨政府都相信
，他們可以通過談判而不是正面衝突，來縮小中美貿
易差距。但是在今年的美國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
人羅姆尼一再宣稱，如果當選，他在就職第一天就給
中國貼上貨幣操縱國的標籤。專家們警告稱，這樣的
一種做法，可能會導致中美貿易戰，中國已經是美國
出口商品增長最快的市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9
月達到291億美元，比去年增長6.8%，是美國與他國
最大的貿易逆差。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路透社28日消息
：美國務院新聞發言人紐蘭27日表示，美方將
接受中國新版護照為合法有效證件，但計劃就
新版護照引發有關國家緊張向中方提出關注。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周三回應稱，有關國家
不應對中國新版護照上的地圖 「過度解讀」。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紐蘭強調，作為法
律和領事層面的事務，護照的樣子由各國自行
決定，只要它符合有效的旅行證件的國際標準
。基於此，美方將接受中國新版護照為合法證
件。

不過，紐蘭表示，美方關注中國新版護照

內印製的地圖，因為它在南海各國中引發了緊
張和焦慮。美國務院發言人紐蘭說： 「我們關
注這個地圖問題，該問題已經在南海各國間引
發緊張關係和擔憂。我們計劃要向中國提及此
事。」她還表示，在大家都試圖解決爭端的環
境下，這種做法毫無幫助。

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中國新
版護照加強技術性，便利中國公民出入境，圖
案問題不應過度解讀，中方願與有關國家保持
溝通，促進中外人員往來的健康發展。

今年5月15日起啟用的中國新版電子護照
內加印了地圖，其中標示出了中國在南海、藏

南等區域的主權範圍，此事近日引發菲律賓、
越南、印度非議。

菲律賓外交部28日聲稱，菲律賓將不再在
中國新版電子護照上蓋章，而是改為在一張單
獨的簽證申請表上蓋章。聲明稱，菲方此舉是
為避免因每次在中國新版護照上蓋章而被誤解
為對中國南海 「九段線」地圖的認可。菲總統
府28日晚則表示，菲律賓「與越南一道」，通過
不在中國新版護照上蓋章，向中方表達抗議。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彭博社 28 日消
息：美國總統奧巴馬 28 日會見商界領袖，繼
續推動富人增稅主張，但國會對解決年底到
期的增稅與減支 「財政懸崖」仍無進展，維
持僵局。

這些商界領袖中包括可口可樂CEO穆赫
塔爾．肯特，家得寶公司CEO弗蘭克．布萊
克和Comcast公司的布雷恩．羅博茲。美國當
時間 28 日，奧巴馬還將就國會更新中產減稅
問題發表演講。

周二在華盛頓，美國國會參議院多數黨
領袖民主黨人里德表示，民主黨和共和黨在
如何避免年底前的 「財政懸崖」談判中沒有
取得進展。里德說，共和黨現在背離了 11 月
16 日在白宮與奧巴馬會談的立場，此前他們
表示對把開闢新的稅收納入年底前的談判，
從而避免美國在明年初陷入 6000 億美元自動
增稅和減支的 「財政懸崖」持開放立場。

在向共和黨施壓的同時，里德同時也釋
放了謀求達成協議的訊號。他說他本人非常
有信心美國能避免財政懸崖， 「我不相信共
和黨會讓我們跌落這個懸崖」。

如何解決財政懸崖問題， 「增稅」和
「減支」是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今年剩下

的四周談判中爭奪的核心。奧巴馬堅持要延
長布什時期對中產階級的減稅政策，但要把
對最富裕美國人，即家庭年收入在 25 萬美元
以上的家庭稅率從35%提高到39.6%。

共和黨的立場是，如果政府不削減相應
的福利支出，他們就反對所有形式的增稅政
策。其結果就是從 2013 年起 「布什稅」優惠
到期，美國所有階層均面臨增稅。共和黨要
求民主黨在開支上做出的讓步，重點針對的
是奧巴馬推出的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這兩
個醫保計劃分別覆蓋老年人和低收入階層。

▼美國財政部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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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從 2008 年
爆發金融海嘯以後，中
國的人民幣匯率就成了
美國經濟問題的替罪羊

，美國政客把中國稱為 「貨幣操縱國」，他
們說：中國工人工資低， 「搶走」了美國的
就業崗位，中國利用貿易順差買美債，美國
人胡亂消費，最終發生了金融海嘯。

美國政客無視的事實是：金融海嘯源自
美寬鬆財政貨幣政策以及華爾街大鱷的貪婪
，中國的產品便宜是經濟全球化造成的，中
國出口產業是全球供應鏈中的生產和裝配環
節，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鏈的低端，人民
幣升值將使出口成本增加，逐漸失去國際競
爭力，企業倒閉，千萬農民工失業，社會動
盪。

中國何嘗不想轉向技術服務型，甚至高
科技服務型產業，但中國的經濟底子差，社
會配套仍未跟上經濟發展，人民消費能力有
限，不得不依賴出口去帶動經濟，更何況美
國還對華設置高科技壁壘。

自 2005 年匯改至今，人民幣一直處於單
邊升值狀態，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至今已達
32.5%。由於出口越來越難以拉動經濟，企業
及外資越來越將資金投放於房地產，房地產
大幅升值，實際造成了人民幣 「對外升值、
對內貶值」的怪現象，近些年來通脹率已達
5%到6%的水平，而民眾普遍感受到的物價升
幅則更高。

反觀美國，經歷了金融海嘯，樓價雖跌
了不少，股市卻能穩步回升，通脹也只在2%
。這就是美元霸權，出口美國的商品只能用
美元結算，定價權在美國手中，糧食、水資
源、石油、鋼鐵等的定價權也都掌控在美國
華爾街的手中，美元長期貶值，美國不僅用
美元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更通過美元匯率的
波動不斷賺取利益，美國聯儲局在金融海嘯
後大印炒票，搞量化寬鬆，浮動匯率已經不
再公平和公正，而完全成為美元掠奪世界市
場的手段，美國的政客卻不會把這些叫 「貨
幣操縱」。 （本報記者 布濟虢）

美報告終出爐 責華幣值明顯偏低

中方：人幣匯率趨均衡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
美國《華爾街日報》及新華社
28日報道：美國財政部當地時
間27日終於發布 「難產的」 半年
度《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
該報告說，中國不是匯率操縱國，但
人民幣幣值仍被低估。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28日駁斥美方稱，人民幣匯率
不存在所謂的 「明顯低估」 。

美
敲
打
人
民
幣
可
以
休
矣

美
敲
打
人
民
幣
可
以
休
矣

兩黨兩黨財政懸崖財政懸崖談判膠着談判膠着

奧巴馬續推富人增稅奧巴馬續推富人增稅

中
國

今
年

匯
率

利
率

改
革

4月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放

寬人民幣兌美元每日交易
波幅，從浮動0.5%至浮動

1.0%。在宣布這個消息時
，中國人民銀行申明這次

放寬波幅是 「為了滿足市
場需求、促進價格發現、

加強人民幣匯率浮動的靈
活性，以及在根據市場供

求，參考一系列貨幣的情
況下，進一步改善人民幣匯率有管
理的浮動制」 。
5月

中國在第四次美中戰略與經濟
對話會議上，重申其改變經濟發展
模式的承諾，突出一系列具體和補
助性政策，旨在達到增加家庭收入
和消費開支的目標。政策包括以市
場為基礎的利率改革；進行結構性
稅制改革，以降低消費產品稅和加
快發展服務業；提高經營企業的股
息支付率，以便釋放國營企業大量
留存利潤，使資源最終流向家庭。
6-7月

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提速，給
國內銀行提供更大彈性去決定它們
貸款予顧客的利率。以前，利率都
是由中國人民銀行宣布的，受行政
管制，對儲蓄利率作出上限，各銀
行無法提高儲蓄利率；同時也設定
貸款利率下限，各銀行的貸款利率
不得低於已宣布利率的 10%以上。
今年改革之後，各銀行可以提供高
於官方基準最多 10%的儲蓄利率，
以及低於官方基準最多 30%的貸款
利率。

（美國財政部《國際經濟和匯
率政策報告》）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
（（20102010年年66月至月至20122012年年1111月）月）

◀▼中國新版電子普通護照的第八頁左上角，
印有包含南海 「九段線」 暗紋的中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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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
馬28日將就中產
減稅問題發表講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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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2012年11月28日：
6.2902元

2010年6月1日：
6.827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