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商业

责编 高升祥 美编 冯成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3月23日凌晨，特朗普宣布：将有可能对
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
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美国财政部将在
60天内出台具体方案。作为反制美国挑起的
贸易战，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发布反制措施。
第一步将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涉
及美对华约30亿美元出口产品。

如果 60 天之后美国政府拿出了具体方
案，那么中美两国将进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贸
易战；贸易战对两国的经济损害显而易见，其
结果只会落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两败
俱伤困局，贸易战没有赢家。

就目前而言，中美贸易战最直接的影响将
导致中国外贸逆差或我国国际收支逆差，因为
从中美贸易战涉及产品的范围看，中国有600

亿美元左右的钢铁、铝制品及其他产品受到制
约，而美国大约只有30亿美元的农副产品受到
影响，这显然会打破原有的贸易格局或贸易平
衡。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下降
和市场上外汇供给减少，从而使得外汇的汇率
上涨和人民币汇率的下跌。虽然目前我国拥有3
万多亿美元足够的外汇储备，可通过抛售外汇
操作手段直接干预外汇市场，然而这么做的结
果又将引起本国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而货币供
应量的减少又将引起国内利率水平的上升导致
经济下滑，使我国中小微企业受到伤害会更大，
也直接引发国内就业机会的下降。

同时，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
资本市场也将受到一定影响。虽然中美贸易
战对中国资本市场不构成直接影响，但对美

股形成打压，短期可能会下跌，对于美股，A
股向来有跟跌不跟涨的传统，一旦美股下跌
A 股很容易跟风。近几日中美股市急剧下跌
就正好印证了这样一种现象。如美股上周四
遭遇大幅抛售，三大股指均创下2月8日来最
大单日百分比跌幅。上周五开盘后，中国A股
全线重挫。显然，中美贸易战不利于A股的走
强，中国A股出现整体下跌或陷入长期萎靡
不振状态应是大概率事件。尤其与被美国拟
将征收关税的化工、机械、有色金属与非金属
矿制品、电气设备、家电、钢铁及纺织服装等
板块将存在继续下跌之虞，这对投资者信心
和情绪也将带来较大影响。不过，与中国抑制
美国农副产品相关的日常生活消费品股票有
可能走强，给投资者带来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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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
我国拟对美葡萄酒加

征15%关税

3月23日，受到中美贸易争端这一因素影响，包括A股在
内的全球各股市大多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调。记者注意到，直接
诱发此次股市大调整的贸易争端问题引起了各路机构的积极
关注，不少卖方机构通过电话会、研报的形式对此次中美贸易
争端形势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影响作出了分析。多家券商分析
认为，A股的一些行业板块受贸易争端的影响可能并不如市场
想象的那么严重，而另一些行业板块甚至可能会反而受益。

虽然从3月23日的A股表现来看，市场担忧A股部分行业
可能受贸易争端冲击较大。不过理性地看，其中一些行业所受
的影响程度可能低于市场预期。如市场预计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的通信和电子行业，多家卖方机构认为，虽然以机电、通信、电
子为代表的国内高科技行业是此次贸易争端的焦点，不过具体
到各行业，也呈现出影响不一、利弊各异的特征。

天风证券通信团队指出，3 月 23 日 A 股通信板块的大幅
下跌超出预期。从通信各细分行业的具体情况来看，光纤光
缆的上市公司出口比例都较低，因此受到的影响十分有限；
SIP 电话等板块看起来影响偏负面，但实质影响偏中性；短
中期内，有一定的影响可能是某些公司出口美国比例较高
的光模块、物联网模组业务；部分出口到美国的国产品牌手
机也会受到较为确定的影响。

不过，国金证券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罗露认为，例如中
兴通讯，其手机业务将受到贸易争端的冲击，但手机业务对
中兴通讯的利润贡献却较为有限。而中兴通讯的核心业务
——通信主设备此前在美国基本没有业务，因此贸易争端对
中兴通讯这样的主设备商影响不大。

财通证券日前发布观点称，国产手机产业链受到贸易争端
的影响有限，投资人应理性看待贸易争端对苹果产业链的影
响。海通证券则指出，美国未来如对涉及苹果供应链的中国本
土零部件企业征税，则会较大提高苹果智能机的成本和降低其
市场竞争力，且所涉及的中国供应链企业也基本具有较强的竞
争力，非中国区的企业可替代性低。整体而言，中国通信企业对
于美国市场依存度很低。

A股的家电、跨境电商板块在3月23日也受到重挫，天风
证券商贸团队认为，目前跨境电商企业的模式主要是小包直邮
和海外仓模式两种，直邮模式受贸易争端的影响并不显著。目
前A股的跨境电商企业主要是小包直邮模式，因此受到的影响
有限，更多的是短期公司估值会受到一些压制。

另一方面，出现贸易争端，国内有些行业反而会“受益”。招
商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夏日前指出，美国的相关贸易措施会
倒逼国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竞争力，并倒逼国内企业去
开发除美国以外的市场，看好A股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龙头企
业的长期发展。该团队指出，在贸易争端的背景下，国内半导
体、军工电子、5G等重点科技领域未来有可能会加速发展。

回顾3月23日的A股市场，农业、黄金、军工行业板块出现
逆势上涨。对此，天风证券军工团队认为，目前，总体看A股军
工企业直接受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较小，不过贸易争端的背景
有望推动中国的高端军工、航空航天技术的自主化进程。

（每日经济新闻）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我国拟我国拟
加征关税进行反击加征关税进行反击。。而在我国商务部而在我国商务部
公布的拟加关税产品目录中公布的拟加关税产品目录中，，葡萄酒葡萄酒
在列在列。。其中其中，，对来自美国的葡萄酒拟对来自美国的葡萄酒拟
加征加征1515%%的关税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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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削弱美国葡
萄酒竞争力

根据 2017 年中国进口葡萄酒海
关数据，美国是中国第六大瓶装葡萄
酒来源国。去年，我国自美国进口瓶装
葡萄酒总量为 963 万升，进口额是
7559万美元。虽然美国葡萄酒对华出
口额远远落后于法国（10.50亿美元）、
澳大利亚（6.82亿美元）和智利（2.67亿
美元），但美国葡萄酒的均价（7.85 美
元/升）较高，排名仅次于新西兰（10.68
美元/升），排名第二。海关数据显示，
2017年，我国进口散装葡萄酒来源国
中，来自美国的进口金额为 206 万美
元，数量109万升。

美国葡萄酒拟加关税15%将产生
怎样的影响？中国副食流通协会副秘
书长杨征建对记者表示，“加税对美
国葡萄酒低端产品（100元以下）影响
更大，中高端产品（如纳帕葡萄酒）影
响小一些。虽然目前美国葡萄酒主打
中高端，但从整体上看，美国葡萄酒
对华出口无疑会因此受到较大不利
的影响。”

近日，第98届全国糖酒会在成都
举行和落幕。期间，国内外进口葡萄酒
厂商纷纷参展。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糖
酒会期间，包括澳大利亚驻成都总领
事林明皓、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倪飞
等相关国家外事官员，纷纷出席相关
活动，为各自国家葡萄酒做推介。国外
葡萄酒企业纷纷参展，与近年来国内
进口葡萄酒市场快速发展有关。据海
关数据，2017年中国进口葡萄酒总量
为7.46亿升，同比增长16.88%，进口总
额为27.89亿美元，同比增长17.96%。

华泰证券去年 11 月发布研报认
为，2017年至2021年进口葡萄酒有望
继续保持 20%左右的高增长。5 年后，
葡萄酒市场容量有望突破千亿大关。
当期，中国葡萄酒市场仍有很大的市
场潜力。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葡萄酒
市场，业内人士认为，加税或削弱美国
葡萄酒的竞争力，将让其错失中国葡
萄酒市场的巨大“红利”。

就此，杨征建认为，加税美国葡萄
酒将影响其对华出口。但同时，美国自
身也是世界上第一大葡萄酒市场，内需
强劲，因此其葡萄酒产业因中国加税而
大幅受挫的可能性并不大。

3月2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
美国进口产品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
征求公众意见，其中包括猪肉及制品拟
加征 25%的关税。根据清单，猪肉及制
品项目，包括鲜或冷的带骨猪前腿、猪
后腿及其肉块；其他鲜或冷的猪肉；其
他冻整头及半头猪肉等共7类。

记者注意到，受贸易摩擦升温利空
影响，全球最大的猪肉食品企业万洲国
际（00288，HK）当日盘中一度大跌逾
10%。收盘跌 4.65%，报 9.03 港元。根据
公开资料，万洲国际是双汇发展的母公
司，其收入最主要的便是来自中国及美
国市场。万洲国际去年前三季度报告数
据显示，去年1 月~9 月，公司实现营业
总额 162.85 亿美元。其中，在美国市场
的销售总额为 96.3 亿美元，占比达
59.13% ；在 中 国 市 场 的 销 售 总 额 为
54.58亿美元，占比约为33.52%。

而反观A股市场，中止减让产品清
单对农业板块无疑是一大利好。3月23
日，A股市场猪肉板块逆市上涨，其中，
新五丰、大康农业涨停，龙头温氏股份
盘中涨幅超 7%，收盘时涨幅也达到
3.66%。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对进口猪
肉的增税，能否为国内低迷的生猪行情
带来提升？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对从
美国进口猪肉关税的限制，对于国内生
猪行业，确实是一大利好，但其影响程
度则有待观察。

据搜猪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表
示，虽然对国内影响较小，但对美国而
言，一旦对美国猪肉增加关税，美国生
猪养殖行业将面临重大打击，“虽然前
两年，美国猪肉往中国出口的量不如欧
洲的大，但它的增幅很大。因此，美国生
猪养殖行业对中国市场是一片看好，他
们认为可以大量卖到中国市场，很多扩
大产能的。”

记者多方采访得到的数据为，2013
年~2015年，我国从美国进口的猪肉维
持在11万吨上下浮动；2016年，这一数
值上升至 21.6 万吨，涨幅接近 100%；
2017年，受国内猪价大幅下跌影响，从
美国进口的猪肉约为 16.6 万吨。近两
年，我国从美国进口的猪肉，占年度猪
肉进口总额比例均在13%左右。

对美国生猪养
殖业影响较大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
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
产品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产品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
意见意见，，其中包括猪肉及制品拟加征其中包括猪肉及制品拟加征
2525%%的关税的关税。。

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经济峰会
的国内多名权威专家表示，美国做法有悖于国际贸
易规则，对中国不利、对美方不利、更对全球不利，
美方应及时悬崖勒马，回归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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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称，从美方角度
看，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只是第一步，要真正付诸实
践，还需经过国会听证取证等程序，这需要90天左
右，“我们要看这90天双方能不能把事情缓解”。

从中方角度看，中国商务部已发布针对美国进
口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涉及美对华约30亿美元出
口。朱民认为，这是中国释放的一个明确信号，即中
国一不会怕、二不会躲，同时中国多次奉劝美国理性
慎重决策，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新华社）

33 月月 2323 日日，，受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因素影受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因素影
响响，，包括包括AA股在内的全球各股市大多出现不同股在内的全球各股市大多出现不同
程度的回调程度的回调。。从从33月月2323日的日的AA股表现来看股表现来看，，市市
场担忧场担忧AA股部分行业可能受贸易摩擦冲击较股部分行业可能受贸易摩擦冲击较
大大。。不过理性地看不过理性地看，，其中一些行业所受的影响其中一些行业所受的影响
程度可能低于市场预期程度可能低于市场预期。。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研究员莫开伟：
贸易战对两国的经济损害显而易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
要看这90天

双方能不能把事情缓解

根据全国乘联会统计的数据显示，近
几年中国整车进口表现相对较强，尤其在
2015 到 2017 年表现相对突出。2017 年中
国整个进口汽车达到125万台，进口金额
为 510 亿美元。从金额来看，从美国进口
最多，份额达26%；从数量来看，从日本进
口最多，份额达28%，其次为美国。

相比之下，近几年中国汽车整车出口
状态相对较差，中国汽车出口的主力市场
主要在一带一路的沿海线路国家，比如伊
朗、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从出口金额来
看，2017 年对美国的出口金额达到 14 亿
美元，占比10%左右。但从出口数量而言，
2017年对美国的出口数量为5.3万台，占
比仅有5%左右。

另据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统
计，中国汽车零部件的出口有25%左右比
例出口美国，而整车出口美国的金额仅
占10%，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影响的是汽车
零部件。此外，在汽车零部件的进口中，
中国汽车零部件主要是来自日本、德国
和韩国，美国排第四。崔东数指出，从汽
车行业角度来看，贸易摩擦对中国汽车
零部件的出口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
响，毕竟中国汽车零部件很多也出口国
际，汽车零部件企业进口原材料在中国
生产后的出口，因此影响的波及面是相
对较广的。

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出口约 10 万辆，相比于汽车总出口 89.1
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累计推广180万辆
的数字而言，占比并不算大，而新能源汽
车出口数据不仅仅只有美国，还包含其
他国家。但我国插电式乘用车出口的主
要目标则是美国。根据崔东树的分析，
2017 年国内插电混乘用车出口 2153 台，
均价达到 5.3 万美元，对美国出口量为
1042台，位居第一。

对于不少加快国际化的中国新能源
车企而言，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或许会增添
一些不确定因素。不过，在长期研究新能
源汽车行业的分析人士吴辉看来，目前中
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中在国内，中美之
间的进出口相对较少。新能源汽车关键零
部件诸如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等企业，
此前或在制定出口计划，但面对的市场并
非美国，而是其他国家，因此对整个新能
源汽车行业来说影响较小。

影响几何 能否缓解？
天

猪肉
对美国猪肉及制品拟
加征25%关税

汽车
双方贸易摩擦目前尚

未涉及汽车

我国汽车零部件
出口可能受波及

目前目前，，中美双方对外公开的信息中美双方对外公开的信息
中尚未涉及汽车中尚未涉及汽车。。不过不过，，一些业内人士一些业内人士
预测预测，，有可能波及汽车有可能波及汽车，，尤其是新能源尤其是新能源
汽车汽车。。但业内表示但业内表示，，对中国汽车零部件对中国汽车零部件
的出口可能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的出口可能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对但对
新能源汽车行业影响有限新能源汽车行业影响有限。。

A股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A股遭遇重挫

对A股影响或
低于市场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