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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

猿月 圆苑日（北京时间，下同）
美国发布 员月份凯斯原席勒全国房价指数。

猿月 圆愿日
德国发布 猿月份消费价格指数。
美国发布上周原油库存数据。
英国发布去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和经常项目数据。
金砖国家峰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至 圆怨日）。

猿月 圆怨日
日本发布 圆月份零售销售数据。
德国发布 圆月份零售销售数据和 猿月份失业率。
欧盟统计局发布欧元区 猿月份经济景气指数。
美国发布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猿月 猿园日
日本发布 圆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和失业率。
欧盟统计局发布欧元区 猿月份消费价格指数。
美国发布 猿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预报

美国密集“双反”
中国企业如何进退？
时飞

制榜人：《中国企业报》·中国企业研究院 主评人：贾晶晶

环球财经一周新闻榜（2012.03.20—03.27）

欧美等国对中国产品密集地进行“双反”调查，引发出一
个我们目前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产品需不需要
进行技术提升？需要以怎样的方式提升竞争力？虽然当务之急
是将正在进行的“双反”调查对中国企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降至最低。但如果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仅仅是流于调查背后的
贸易摩擦，甚至是因此而进一步在经济民族主义的逻辑上大
做文章，则毫无疑问就是鸵鸟政策。

“双反”调查的基本逻辑

在应对中国低端商品的廉价优势冲击的时候，美国下游
企业已经感到颇难招架。祭出一些杀招来赢得相应的市场份
额，是其惯有集体反应。但如果从“双反”调查的基本定义体系
出发，从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制度构造
出发，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本战略构造出发，从中国 30年
来的产品出口和内销的本身问题及其应有解决之道出发，不
难发现，在美国的“双反”调查背后，有着一套我们必须严肃以
对的逻辑。

第一，在中国销美商品中，遭到“双反”调查的主要集中在
一些低端技术构成的商品中。本次三天内的五次“双反”调查
所涉及商品，无论是不锈钢拉制水槽、钢制车轮还是太阳能电
池、镀锌钢丝及荧光增白剂，都难堪高端技术产品的称号。如
果算上之前已经被立案调查了的木质卧室家具和铸造焦炭，
大体可以看出，遭到调查的商品本身并无技术竞争优势。这些
产品更多地集中在产业链条的技术末端，其竞争优势所仰赖
的基础是中国当前普遍存在的低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成本
极大地降低了低端技术在这些产业中形成的竞争劣势，其对
于成熟产业市场中的同类商品的冲击也就因此不言自明。

第二，中国低端技术商品之所以得以大举进入美国市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遵循的换取
外汇的激励效应。如果说，在中国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
前，这些激励机制仍有其正当性的话，那么，在中国已经成为
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之后，适当的手段就不应当是政府激励机
制而应当转变为如何培育市场主体、产业组织自身的发育机
制，这也就意味着，当销美商品中仍然存在着政府政策推动的
影子的时候，“双反”调查的出现也就不可谓一种基于遵循世
贸规则的常规手段地运用了。

第三，大举进入美国市场的商品往往是以低廉的价格对
美国同类商品市场形成挤出效应。对于热销美国的同类商品
在国内的定价以及消费状况的扫描不难发现，这些商品在国
内的定价明显偏高而且市场消费总体疲软。在国内影响商品
定价的诸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主要来自政府部门以及政
府行为的延伸空间。将这些附加在国内定价机制中的影响因
素去除殆尽，中美市场上同一类商品的价格机制的扭曲情况
也就一目了然，“双反”调查也就因此有了一个比我们意想之
外还要深厚得多的基础了。

成功应对的关键机制

尽管“双反”调查对中国相关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形成了巨
大的挑战，但它不可能对中国企业基于低技术和低劳动力成
本而形成的竞争优势构成毁灭性打击。纵观中美贸易史我们
会发现一条颇为明显的贸易摩擦加剧和贸易总量增加的并行
的变化曲线：尽管针对中国低端商品输美的“双反”调查一直
都存在着，但中国商品输往美国，不论在总量还是产品所涉产
业领域，都存在着大幅度攀升的情况。因此，对“双反”调查，既
不宜恐慌，更不宜反应过大，自乱阵脚。

在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正式成员的大背景
下，中国对贸易摩擦的理解，就需要建立在对国际贸易规则的
充分遵循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按照国内市场的政府逻辑
构造来加以理解。

因此，我们对于美国的“双反”调查的逻辑反驳，就需要建
立在对有关国际贸易规则，尤其是关于倾销和补贴的规则的
娴熟运用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短期范畴内，中
国应对“双反”调查的反应机制应当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法
律规则出发，结合中国自己的产业布局、国内经济政策、长期
形成的外贸规则、美国市场中同类商品的价格构成等诸多因
素进行有效的辩论和回应。在“双反”调查频频祭出的时候，中
国尤不可自立于国际贸易规则之外。果真如此，将会留下无穷
尽的口实而将自己长期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丧失殆尽。而对于
产品本身而言，要从根本上对“双反”说不，中国应从以下几个
层面着手考虑。

首先，是时候反思中国长达 30年之久的外向型经济战略
布局了。在经历了 30多年的狂飙突进的商品输出的增长之
后，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头号外汇储备国的今天，并且，在
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背景下，中国产品的低端技术构造和低
廉劳动力成本构成的模式亟须进行合理调整。因此，降低“双
反”调查的有效应对机制就是开掘国内市场的消费潜能。

其次，成功、健康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内部支撑。解决横
亘在国内消费市场培育机制中的歧视性安排，消除同类商品
在国内定价畸高的制度性因素，给国内产业的整体升级换代
留足足够的制度缓冲空间，对中国在国际经济整体大转型的
背景下赢得第二次竞争优势，意义极为重大。

总体来看，防止“双反”调查频频祭出的关键在于中国内
生经济布局的合理性，在于中国内部市场的合理化、有序化、
制度化的建构。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对“双反”予以猛烈抨
击，而是在进行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反应的同时，积极反思并
重构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制度建构的高度消除这一
频繁降临中国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胁。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事件：3月 22日，商务部最终裁定，原产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进口相纸
产品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相纸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因此，商务部决定，自 3月 23日起，对该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期
限为 5年。据悉，商务部将对欧盟境内的柯达有限公司征收反倾销税税率
19.4%，对富士胶片制造 (美国 )有限公司征收 16.2%的税率，对日本公司征收
28.8%的税率等。

点评：商务部此次裁决正处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敏感时期，在美国近期对
中国产品密集“双反”之际，中国这次“礼尚往来”之举，或者可以理解为是对
美国、欧盟和日本最近一系列针对中国贸易措施的一种回应。当然，中国对相
纸产品的反倾销对整个贸易格局影响是很小的，中美之间仍然保持着不错的
贸易增长。贸易争端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毕竟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商务部裁定美日欧相纸倾销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欧盟提议修改政府采购规定

事件：欧盟委员会 3月 21日向欧洲理事会与欧洲议会提交一份立法议
案，旨在通过加强对非欧盟企业参与竞标欧盟政府采购项目的限制，迫使其
他国家逐步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同时，该议案也是对欧盟企业抱怨外资企业
在欧盟市场不公平竞争的回应。根据议案，欧盟企业如果认为在某国政府采
购过程中受到歧视，可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申诉，委员会将展开调查或与之谈
判，如果仍然无效，可限制该国企业参与竞标欧盟政府采购项目。

点评：从积极方面看，该法案具有敦促贸易伙伴开放市场的作用；但另一
方面，欧盟的做法带有单边施压色彩，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容易恶化与贸易伙
伴关系。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必定成为欧、美、日等国企业竞相进入的市场。随
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国政府需要加快国内
市场化的改革步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事件：汇丰中国 3月 22日公布，3月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初值为 48.1，创 4个月新低，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前景不容乐观。PMI是一个宏观经
济先行指标，如果高于 50说明经济处于扩张态势，反之说明经济处于萎缩态势。
区别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每月 1日发布的制造业 PMI数据，
汇丰中国制造业 PMI也被称为“民间 PMI”。汇丰调查的样本主要是中小企业。

点评：与投资需求密切相关的重工业活动疲弱，表明投资领域经历了显
著的下降。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11.4%，而重工业增加
值同比大幅下降 2.1个百分点，这说明未来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由于
汇丰 PMI关注中小企业，这也直接反映出中小企业的经营和就业状况正在
恶化。由此看出，短期内，过度依赖消费增长，简单地大幅度减少投资很可能
加剧中国经济的波动。决策层应加大政策宽松的力度以稳定增长。

3月汇丰 PMI初值再创新低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事件：日前，康菲公司 10亿元人民币更进一步的赔偿金分配方案确定：辽
宁省将获得 3亿余元，河北省乐亭、昌黎两县也将分别获得 3亿多元。3月 20
日，乐亭养殖户诉讼代理人赵京慰收到农业部的正式复函称，河北、辽宁两省正
在加紧开展逐户损失调查核实工作，赔偿补偿资金将发放到愿意接受调解的养
殖户手中。但赵京慰表示，目前进展是，法院不裁定立案，也不裁定不立案。

点评：本该通过法律、行政处罚等手段，尽量厘清环境损害情形，让污染
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但如今看来，康菲赔偿案并没有朝着这个结果迈进。区区
10亿元，就让康菲轻易跳出了索赔漩涡，而中国政府部门由过去的环境损害
受害者、赔偿的规则制定者，变为了赔偿的主导者。但是，这种将矛盾和麻烦
全部揽向自身的做法极易滑入民众上访与政府维稳的传统怪圈 ,而对违法排
污企业却并没有震撼作用。

康菲赔偿金分配方案遭质疑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事件：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长徐旭 3 月 23日在“2012冶金矿产
品国际会议”上透露，中国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拟定于 3月 29日模拟运行，5
月 8日正式启动实体交易。3月 21日，全球第四大铁矿石企业澳大利亚 FMG
公司宣布成为中国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发起会员，随后有相关官员透露，力
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三家全球最大铁矿石生产企业也有望在近期加入中
国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

点评：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的建立对铁矿石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首先，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将真实地反映铁矿石的买卖价格，
减少人为恶意炒作引发的铁矿石价格大幅波动，其次，通过 FMG 公司的加
入，在业界起到示范和刺激效应，并触动力拓、必和必拓以及淡水河谷三大矿
商的神经，进一步提高中方的铁矿石定价话语权。

三巨头或加入中国铁矿石交易平台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美对华产品一周数次“双反”

事件：美国商务部本月 22日宣布，将对中国输美不锈钢拉制水槽展开反补
贴和反倾销“双反”调查，这是三天之内美国针对中国输美产品的第五起贸易救
济案。根据美国贸易救济案处理程序，展开“双反”调查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预定 4月 16日前后进行初裁，如果认定对美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美商务
部将继续进行调查，直至 5月和 8月分别做出反补贴和反倾销初裁。

点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近期对中国产品频频挥舞“贸易大棒”，实
际上是奥巴马打的一张政治王牌，为今年的大选铺路。2012年美国进入大选
年，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状况并不乐观，面对竞选连任的压力，奥巴马有意通过
保护本国同类产品博得选民好感，以确保竞选连任成功。但是，美国此举看似
对本国产品进行了保护，但长期看来贻害无穷，因为如果对中国相应产品征收
惩罚性关税，下游产品面临成本升高，到最后美国本土产业同样难逃打击。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芬兰宣布 27亿欧元紧缩计划

事件：芬兰政府 3月 22日宣布总额为 27亿欧元 (约合 36亿美元 )的紧缩
计划，通过削减公共开支和提高税收减少国家债务，确保经济增长和维持其
目前的 3A信用评级。根据计划，芬兰政府将在 2015年前减少公共开支 12亿
欧元(约合 16亿美元 )，并使税收增加 15亿欧元(约合 20亿美元)。芬兰表示将
从明年 1月开始将增值税率提高 1个百分点至 24%，并对年收入超过 10万
欧元(约合 13万美元)的公民增税。

点评：恢复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当前芬兰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目前，
芬兰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继续借债。去年 12月，芬兰财政部将 2012
年 GDP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1.8%下调至 0.4%，引发了对于该国今年可能陷入
经济衰退的担忧，这对芬兰而言是不小的考验，此次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的措
施将有助于放缓政府的借贷，这对维持芬兰目前的 3A信用评级至关重要。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事件：欧盟气候行动专员康妮·赫泽高本月 20 日表示，欧盟不会因贸易
战的威胁而在气候立法上做出让步，但欧盟将尝试与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
进行磋商，以期达成控制航空公司碳排放的国际协议。航空公司尚不需要真
正缴纳“碳税”。根据欧盟规定，虽然航空“碳税”从 2012年 1月 1日起开始计
算，但实际征收从 2013年开始，外界认为这为各方协商预留了时间和空间。

点评：欧盟在环境这个优势项目上没有取得令其满意的成功，反而是其在
哥本哈根大会上的挫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究其重要原因，是欧盟自
己没有协调好战略目标与方式之间的关系。实现环境保护、发展低碳经济是一
个高尚的目标，但如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不被人理解和接受的手段，那么
这种手段很容易让人怀疑其目标的真实性。欧盟在处理全球事务时，需要构建
一种既符合自身利益又能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接受的战略目标和原则。

欧盟将就“碳税”与中美磋商

前瞻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美提名亚裔医学教授出掌世行

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 23日提名韩裔美籍医学教授、美国达特茅斯
学院校长金辰勇接替即将于今年 6月卸任的佐利克，担任世界银行下任行
长。尽管由美国人“世袭”这一全球重要经济发展机构掌门人的传统仍未因此
打破，但这项提名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奥巴马认为，擅长解决全球性健康问题
的金教授将有助于提升世行在改善全球经济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

点评：世行行长的竞争改变了美国人上演独角戏的局面，但从实质上看，
仍难以改变美国人把持世界银行的局面。这是由世行执行董事会结构及其投
票权决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执行董事总共只拥有世行 30.68%的投票权。
所以不出意外，来自美国的候选人仍可稳坐行长宝座。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
人选的出现，可能会迫使美国进一步考虑改革世行现有的体制，或者增加世
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事件：3月 23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大涨 113个基点，1美元对人民
币报 6.2891，首度突破 6.29大关，再创汇改以来新高。3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中间价单日波动超过 100个基点已达 6个交易日，为近年来少见。自 3
月 14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连续 2个交易日下跌后“三连阳”，3个交易
日大涨 330个基点，轻易收复上半个月的“失地”，回升至 3月初汇率水平。

点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之所以呈现出“上蹿下跳”现象，主要原
因有二：一是受美元近期波动的影响，人民币随美元而动的特点愈发明显；二
是央行有意通过中间价的扩大，来测试市场对于波幅扩大的反应。这与高层
近期“将继续加大汇改力度，特别是较大幅度地实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
表态不谋而合。近年来，由于中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逐步减少顺差，人民币
汇率已经接近均衡水平，从而使得汇率浮动幅度具备加大的条件。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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