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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商务部回应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中方已做好使用数量和质量型工具回应准备

证券时报记者 王君晖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昨日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近期中美贸易

摩擦升级进行了回应。

针对美方将对中国价值

200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0%

额外关税

的声明，高峰回应，中国反对这种举

着贸易保护主义大棒、 实施极限施

压和讹诈的做法。 美方滥用征税手

段，在全球各处挑起贸易战，将严重

破坏世界贸易秩序， 损害贸易伙伴

利益， 同样也会伤及其本国企业和

人民的利益。

高峰称， 美国自身存在诸多结

构性问题， 但却总是把别的国家当

作自身问题的替罪羊， 对别人横加

指责。美方指责中方盗窃知识产权、

强制技术转让，是对历史和现实的

严重歪曲。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中， 不少外国企业从自身利益出

发，和中国企业开展了很好的技术

合作， 这是典型的市场契约行为，

外国企业获得了众所周知的丰厚

回报。 美方罔顾这些基本事实而指

责中国，是对产权和信用意识的否

定，对契约精神的否定，对市场规

律的否定。

在中国公布的对美加征关税清

单中，涉及部分汽车类商品，高峰表

示， 把一些商品列入中方的管制清

单，是对美方单边征税措施的回应，

符合中国的相关法律和国际法基本

原则，与积极扩大进口并不冲突。此

前中国宣布进一步降低包括汽车在

内的部分商品进口关税， 是进一步

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 中国将继续

扩大市场开放。

针对美国宣布的将对产自中国

的铝合金板征收高达

167.16%

的反

倾销税，高峰回应，美方在初裁中继

续沿用“替代国”的错误做法，裁定

所有的中国企业均为

167.16%

的畸

高反倾销幅度。 同时，美方调查机

关在反倾销调查中滥用不利事实

推定，在中国应诉企业全面、按期

提交答卷的前提下，以中国企业定

期要求提交的第三次答卷过于接

近初裁期限为由，裁定中国企业未

能全面合作。 美方的做法严重损害

了中国企业的利益，更有损多边规

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将采取

必要措施有力维护中国企业的合

法权益。

高峰表示， 美国国内对美政

府单边征税措施也有强烈担忧，

反对人数在不断地增加， 范围也

在不断地扩大。首先是利益直接相

关的商会和行业协会纷纷表态，金

融业、 农业、 制造业都强烈反对，

一些对国际贸易深有研究的专家

学者也都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近

来在美国政界也已经听到了明显

的不同的声音。 美方的单边保护

主义措施， 最终将损害美国的企业、

工人、农民的利益，损害世界经济利

益，反对的声音将进一步扩大，希望

美方正视各界的呼声，回到正确的轨

道上来。

高峰表示， 美方习惯于举着大棒

谈判的手段，但这对中国不管用。如果

美方出台所谓的征税清单， 采取扭曲

国际贸易的做法，导致不公平贸易，中

方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 将综合使用

包括数量型工具和质量型工具在内的

各种举措，作出强有力的回应。无论美

方态度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坦然应对，

按照既定节奏，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坚

定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现

代经济体系。

深圳城中村之困：改造带来租金上涨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握手楼、 路边摊、 市井的喧嚣

……深圳的城中村看起来千篇一

律， 每天却上演着不同的故事。 只

是， 开发商大举抢滩深圳城中村的

改造，一场全民话题来得那么突然，

那么激烈。

根据深圳市规土委调研数据

显示， 深圳城中村用地总规模约

320

平方公里， 占深圳土地总面积

的

1/6

。 而深圳城中村租赁住房约

占总租赁住房

70％

，是租赁市场供

应最重要的主体之一。 城中村作为

最大的供应体吸引众多来深就业创

业的青年居住， 但因硬件设施和配

套服务等短板也令人头痛。

2017

年

11

月，深圳出台了《深圳市城中村

综合治理

2018 ~2020

年行动计

划》， 提出到

2020

年

7

月底前要完

成全市

1600

多个城中村综合治理，

消除城中村各类安全隐患。

不同于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

万科、 金地等众多房企和许多长租

公寓品牌早已关注到城中村， 一场

改造之风已经吹到了深圳许多城中

村，只是成本、租金等引发的矛盾仍

有待解决。

在福田区玉田村， 记者与多位

租客和“二房东”进行了交谈。“我在

去年租的单间大概有

30

平方米，租

金

1700

元，最近到期之后房东直接

加到

2500

元，虽说房东每年年底或

者过完年都会涨， 但最近都直接拿

附近正在改造的公寓说事。”租客黄

先生说道 ，“我一个月工资收入

5000

元左右， 要拿

2000

多元租城

中村，有点难受。”另一边，“二房东”

陈老伯则说，“旁边改造后环境好

了，每平方米的单位租金肯定上涨，

我们加租不是很正常嘛？其实，我们

也很无奈，原业主也要加租。 ”

由此可见， 一些房企或者机构

进驻城中村进行改造， 或许还是会

带来一些连企业自身也难以控制的

结果：变好的环境被一些“房东”当

成加租的借口。

万科给记者回复的数据显示，

“在福田玉田村，未改造的单房价格

区间在

1250~2600

元

/

间

/

月， 一房

一厅或两房价格区间在

2600~4000

元

/

间

/

月， 改造后的泊寓价格为

1398~2498

元

/

间

/

月

(

含家私家电

)

。”

在普通的租客面前， 总租金和

房源面积等都是要考虑的因素。 有

租客表示， 城中村改造成长租公寓

之后的公共空间虽然增多， 但每套

房源的面积却缩小不少， 一些品牌

公寓改造的方式也不一定适合一般

住家需要。“我们每天为了生活奔波

忙碌， 并没有多少时间停下来思考

生活品质的问题。 对于相当一部分

租客来说， 在城中村这个特殊而普

遍存在的空间里， 能享受到低成本

的生活反而就是一种保障。”谈到租

金，黄先生显得有些感慨。

在龙华东泉新村， 租客王波对

周围多个城中村出现的改造显得有

点担心。“我现在租的一房一厅月租

是

1000

元， 去年租的时候是

920

元，这个涨幅还能接受。现在村里一

些店面出现关闭的现象， 我们都很

怕是要启动改造的迹象。 龙华红山

的房价可以说是整个龙华片区之

冠，大拆大建之后的房价可以想象，

即使是局部改造， 城中村的租金肯

定也会上涨不少。 ”

深职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邓志

旺表示， 万科的万村计划采用综合

整治而不是推倒重来的办法， 同时

让低收入人群还有一个居住的地

方，这是一个有利的探索。最让人担

心的是， 目前对于现有租户的保护

是不够的。房企要进入改造，房东就

会将租客赶出去， 没有保证他们的

权益，短时间很难去找到新房子。租

金上涨也是担心的地方， 改造还是

有成本的， 成本最终还是要体现在

房租里面去， 一部分的低收入人群

可能承受不了这个成本带来的租金

上涨。

假设一下， 如果深圳的租金特

别是城中村的租金普遍上涨， 或许

会间接抬高许多行业的成本。 如何

在不逆转这个大趋势的前提下，尽

可能的维持城中村低成本的时间

窗，这不但对城中村的租户有意义，

也是所有参与方应该重视的问题。

最新消息指出， 深圳市龙岗区

拟计划通过合作将泊寓租赁服务公

司部分房源纳入龙岗区住房保障体

系当中， 在充分挖掘现有新增供地

建设、 城市更新配建等筹集模式的

基础上，探索创新，提出从存量住房

加大安居工程。 通过半市场化的方

式， 切实保障龙岗区企业人才及户

籍人群的住房需求， 而深圳市泊寓

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正是万科集团旗

下的长租公寓专营平台。

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总监何

倩茹表示， 深圳一手土地出让逐年

减少，城市更新进度缓慢，因此在政

府大力促进租赁市场发展的背景

下，发展商非常乐意去参与，特别是

可以趁此机会提前到庞大的城中村

市场进行布局。不过，市场的事情交

给市场去处理， 政府应该做的是提

供更多廉租房源， 或者给中低收入

人士提供租赁补贴， 解除他们的后

顾之忧， 而不应该单纯去限制市场

价格。

拆还是不拆，改还是不改，城中

村显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课题。

美商务部批准首批钢铁产品

“232”关税豁免申请

美国商务部

２０

日宣布，已批准首批豁免美

国“

２３２

”关税的钢铁产品申请。

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 当天批准了

７

家企业提出的

４２

项“

２３２

”关税豁免申请，涵

盖从日本、瑞典、比利时、德国和中国进口的钢

铁产品。同时，否决了

１１

家企业提出的

５６

项钢

铁产品“

２３２

”关税豁免申请。

美国商务部表示， 如果美国国内不生产某

类特定产品， 同时该类产品不会产生重要的国

家安全担忧，才可以获得“

２３２

”关税豁免。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当天在参议院财政委员

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截至

６

月

２０

日，美国

商务部已收到企业提交的约

２

万项钢铁产品和

约

２５００

项铝产品的“

２３２

”关税豁免申请。

民主党资深议员罗恩·怀登在听证会上指

责美国商务部对“

２３２

”关税豁免申请的处理极

为缓慢， 要求美国商务部改善相关程序并提供

更明确的时间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共和

党议员奥林·哈奇则在听证会上指出，钢铝关税

并不能维护美国国家安全， 反而会伤害美国制

造商、消费者和整体经济。

（据新华社电）

今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已下达91.4％

今年以来， 中央财政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

策，及时批复下达中央预算，促进财政资金尽早

发挥效益。记者

２１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据统计，

截至

６

月

１８

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已批复

下达

８６４９４

亿元，占年初预算的

９１．４％

。

据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未下达

的预算资金主要是据实结算项目以及应对自然

灾害等突发事件的支出。

从中央本级支出预算来看， 截至

６

月

１８

日，中央本级支出预算已批复下达

３０９６５

亿元，

占年初预算的

９５．４％

。 国防、教育、农林水、交通

运输、粮油物资储备、债务付息支出等科目预算

资金已全部批复下达。

（据新华社电）

美国“房奴”也心累：房价可负担能力大幅下降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美国房地产市场一直是全球投

资者心中重要的投资标的，在金融危

机爆发

10

年之后， 美国房价又回到

高位。

据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 （

NAR

）统

计， 美国

5

月成屋销售总数年化为

543

万户，低于预期的

552

万户。 不过，成屋

售价再创历史新高， 中位数价格同比增

长

4.9%

至

26.48

万美元， 为连续第

75

个月同比上涨。

NAR

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Yun

警告，房价过高、房贷利

率抬升和库存短缺， 既打击了首套房购

买者的热情，也令“房价可负担性”正在

成为一个危机。

数据供应商

ATTOM Data Solutions

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这个季度，美国民

众的房价可负担能力降至

2008

年晚些

时候以来的最低水平。 对于那些处于中

间层的工薪阶层来说， 需要花费其收入

的

31.2%

左右来供养一套房价处于中位

数的房子， 这显著高于

29.6%

的历史平

均水平。

报告指出， 房价上涨再加上抵押贷

款利率走高， 四分之三的美国工薪阶层

被挤出购房市场。 据房地美统计， 美国

30

年期常规固定房贷利率均值为

4.59%

，至少连续第八个月上涨。 在美联

储进行今年第二次加息并预计年底前再

加息两次后， 抵押贷款利率可能会进一

步上升。

Zillow

高级经济学家

Aaron Ter－

razas

表示， 美国失业率接近历史低点，

工资增长稳定， 通货膨胀维持在理想水

平，因此美联储提高短期利率的决定符

合市场普遍预期。

2018

年，美国购房者

已经发现， 与几年前的低谷相比抵押

贷款利率骤然攀升， 大多数买家目前

能够较大程度地承受由利率上涨带来

的成本增加，但在某个时刻高房价和高

利率将开始限制一些购房者的消费能

力。买房还是租房的决定往往不仅仅受

到经济方面的考量因素所影响，同时抵

押贷款利率的大幅变动也会影响购房

者的购房预算，不断下降的支付能力可

能会使得购房者降低他们总体置业预

算。 在房价最贵的市场，例如加利福尼

亚，当地的房价最容易受到上述因素的

影响。

（上接 A1版）

关于绿色发展，习近平强调，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我们将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 通过各种措施， 从理念到行

动，保护地球家园，使天更蓝，水更清，为子孙后

代留下一个可持续的生存环境。

关于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经济全球化对

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已成为不可逆

转的时代潮流。 我们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观，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为改革和优化全球

治理注入中国力量。 习近平呼吁国际社会携手

共商、共建、共享，走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之路，

不要走封闭僵化、 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的回头

路，人类是一个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我们必

须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习近平强调， 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深化

改革进程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 未来

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

条件下进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中国将继续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继续

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主动扩大进口，为国内外企业家投资创业营

造更加宽松有序的环境。

吴家明/摄 官兵/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