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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进一步阻碍欧洲汽车的出口贸
易并进而影响整个欧洲经济的复
苏。
目前， 欧盟对日本的轿车零部
件征收约 3-4%的关税， 对轿车征
收 10%的关税。 EPA 达成一致意见
后， 欧盟将撤销多数日本轿车零部
件的关税, 并在 7 年内逐步撤销轿
车关税。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教
授费迪南德·杜登霍夫表示，豪华汽
车受高额进口关税的影响最大，这
对宝马、奔驰，以及丰田的雷克萨斯
品牌等豪华汽车制造商来说可能是
一个机会。
据悉，2016 年日本向欧盟出口
了约 60 万辆汽车， 若能取消关税，
日本的汽车出口将受到进一步激
励。
欧盟之所以同意更早取消汽车
关税， 也可能是为了在农产品领域
迫使日本作出让步。
人多地少、 精耕细作是日本农
业的典型特征。 为了防止国际农产
品对本国农产品价格造成冲击，日
本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小麦进
口关税收 210％， 大米进口关税收
490％，部分农产品进口关税甚至高
达 990％。
数千名抗议者以反对资本主义的名义聚集在汉堡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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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 生效后，这些商品的进口
关税一定会有不小的降幅。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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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将用 15 年左右的时间全面降

只是谈到自由贸易协定，他的
立场依然是“美国优先”，“美国签订

低硬奶酪关税， 对卡蒙贝尔奶酪等
欧洲重视的“软奶酪”等将从 2 万吨
进口额度增加至 10 万吨，并下调高

G20 如何做贸易“汉堡”

税率最终实现零关税。
欧盟官员认为， 协议中的农业
和食品部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日

了一些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
定”。
不过， 大家已经习惯了。 5 月
份，他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大工业国
集团会议上，已经惹毛了包括默克

和孤立主义，支持全球化，力图建立
一个开放性的全球贸易系统。 这与

织的负责人 7 月 ６ 日呼吁，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应该采取措施推进贸易

应果断采取措施进一步加深贸易一
体化，同时配合国内改革政策，这将

本市场对欧洲生产商来说是极其有
益的， 协议生效后欧盟将向日本出

尔在内的其他国家领袖。
特朗普的治国理念是美国优

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表态一脉相承。
国际各方也在为自由贸易站

一体化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ＩＭＦ 总裁拉加德、 世行行长金

有助于提高民众收入，推动全球经
济增长，“２０００ 年初以来，各经济体

口加工食物，包括肉类和奶制品，将
额外增加 114 亿美元的出口额。

先，强调贸易关系中的“对等”价值，
重视双边贸易协定，反对全球化。

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世界
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三大国际组

墉和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当天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Ｇ２０ 领导人

的开放步伐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停
滞。 原有贸易壁垒尚未消除，新的
壁垒再次建起，同时各国保护本土
产业的政策也继续存在”。

合流：
世界需要全球化继续

全球贸易警示（GTA）机构发布
报告指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
易政策对美国企业更有利。
该报告指出，2017 年上半年，

声明呼吁各国消除贸易壁垒，
降低不利于贸易活动的补贴和其他

美国联邦、州及地方政府对 G20 国
家可能造成伤害的贸易政策，比去

保护措施。 此外，声明还呼吁各国
加大对受贸易和技术影响的工人和

年同期增加 26%，但是，同期，G20
国家对美国企业及劳工不利的新措

社区的帮助，如为他们提供就业培
训、就业帮扶、技能培训等服务，同

施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29%。
世界贸易组织（WTO）数字显

时完善住房、信贷等政策，改善基
础设施，以提高工人流动性等。

示，2017 年前几个月，G20 国家平
均每月增加六项保护措施，比 2009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 7 月
６ 日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 在各方

至 2015 年间平均数字略降， 而且
开放贸易的行动比限制贸易的措施
更多。
全球贸易警示机构担心，特朗
普可能会利用这项数据，来强调贸
易保护政策的有效性，并作为其推

深入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对各方在
Ｇ２０ 汉堡峰会上就处理好自由贸易
和公平原则的议题达成政策共识充
满信心。
朱光耀指出，维护以世贸组织
（ＷＴＯ）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透

趁着 G20 峰会的召开， 加拿大总理 7 月 6 日晚抽空参加了在汉堡举行的全球
城市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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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 谈 判 自 2013 年 4 月 启
动， 经多轮谈判， 双方存在诸多分
歧，但是，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
烈， 日欧双方比之前有更强烈的推
动意愿。
布鲁塞尔的欧洲研究机构国际
政 治 经 济 欧 洲 中 心 主 任 Hosuk
Lee-Makiyama 表示， 随着英国脱
欧，欧盟领导人面临着巨大压力，他
们需要向其他成员国证明， 欧盟可
以带来许多利益和贸易自由化的好
处。
不过，此时达成协议，更大的意
义是为自由贸易站台。
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覆盖

出贸易保护措施的借口，“基于此，

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

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
接近全球的三成，在国际贸易中的

特朗普在 G20 峰会上与其他国家
间的争议，反而能够在国内获得支

体制是 Ｇ２０ 杭州峰会的重要成果。
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与世界其

比重达到 36.8%。 欧盟目前是日本
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而日本在欧盟

持”。
事实上，特朗普团队的贸易保

他国家发展贸易关系， 符合每个
Ｇ２０ 成员的利益。

的贸易伙伴中排名第七。
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双

护举措不断。 最近一个话题是，美
国政府要求对进口美国的钢铁产

韩国经济副总理金东兖也表
示， 韩国政府将在德国举行的二十

方一起向全世界发出坚定的信号，
那就是我们支持开放和公平的贸

品征收关税，并且征收范围还可能
扩大到其他产品。 这项针对进口钢

国集团（G20）峰会上，对世界贸易
自由主义的扩大发展表示积极的

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铁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可能波及加
拿大、德国、日本、韩国等国。 此外，
特朗普还在挑战欧洲对美国牛肉的
进口禁令，以及提及德国对美国的
贸易顺差。 这些言行势必引发 G20
国家对贸易展开激烈讨论，并可能
引来其他国家的报复性措施。 就在
特朗普抵达汉堡的几个小时前，德
国外长对特朗普抱怨德国贸易顺差
膨胀，担心这可能会导致美德贸易
战。

支持。
当地时间 2017 年 7 月 5 日，德国汉堡，数百民众穿着灰色的衣服扮成粘土人像
行尸一样走上汉堡街头，抗议即将举行的 G20 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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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和日本为反对贸易壁垒展
开了实际行动。
G20 峰会开幕前一天， 日本与
欧盟就长达四年之久的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下称“EPA”）达成基本框架
协议。
EPA 生效后，预计欧盟与日本

主流：
多方呼吁支持全球化
因为特朗普的存在， 此次 G20
峰会，在自由贸易议题上，“刀光剑
影”。 不过，经多方努力，整体气氛
良好。

清流：
欧日 EPA 框架达成

之间 99%商品关税将取消，但是在
某些具体领域采取 10 年或更长的
过渡期。 欧盟和日本还同意向彼此
开放各自的政府采购市场，并取消

果等方面让汉堡峰会与杭州峰会实

一些非关税贸易壁垒。
农产品、汽车等关键部门的关
税处理， 是此次贸易谈判的焦点。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叶作义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 “ 从 经 济 规 模 的 角 度 ，
EPA 的签署有正面的经济效应。 日
本零散农户较多，对小农户的打击
蛮大；汽车零部件关税下降对于欧
洲工业化强的国家受益良多。 ”
汽车业是一直是德国、法国、意

现“无缝衔接”，保持一致性和连贯
性。 “启后”，就是结合国际形势的
最新发展， 通过中德密切配合，各
方沟通合作，使汉堡峰会与时俱进
达成新的共识，取得新的成果。
默克尔，作为此次 G20 峰会东
道主，公开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大利几个欧洲传统工业强国重要的
工业产业。 由于欧洲市场相对比较
保守，造成了欧洲各国汽车本土为
王的局面。
福特公司曾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 减免汽车的关税会造成日本汽
车对欧洲市场倾销的局面，同时也

G20 峰会汉堡会址俯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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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联动世界”是本届峰会的
主题，其中，世界经济增长、全球化
和多边主义等议题最为引人关注。
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表示，
作为二十国集团“三驾马车”成员，
中德合作一直围绕着“承前”和“启
后”展开。 “承前”，就是在议题、成

为了 G20 峰会顺利举行，德国在汉堡投入超过 1.5 万警力，还请来邻国荷兰、奥
地利和丹麦的警队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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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强调， 在出
现保护主义时， 我们用这次框架协
议，能向世界发出积极且重大的信
息。
经济合作的前提离不开政治诉
求， 日本和欧盟也不例外。 叶作义
认为， 这几年世界经济整体反全球
化，在保护主义浪潮推动下，日本和
欧盟在 G20 峰会之前签订 EPA，会
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言论起到
一定抑制作用，“日本和欧盟达成的
框架协议对于世界自由贸易起到推
动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很有意义。
对于美国来讲有一定冲击， 也许会
是一个倒逼美国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方面还宣
布， 决定在 7 月 12 日至 7 月 14 日
邀请 TPP 协定 11 个成员国齐聚东
京附近的温泉小镇箱根，商谈如何
让 TPP 尽快生效。
谈及占全球五分之一贸易份额
的 TPP，叶作义认为，美国退出 TTP
后，意义会相应下降，日本也许还会
继续在 G20 峰会上游说美国。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
克表示， 欧盟将不会掩饰与美国在
一些议题上的分歧，特别是自由贸
易和气候变化议题。
其实， 欧盟也没有放弃与美国
的 TTIP。
默克尔在最新演讲中表示，将
继续推动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
（TTIP） 的 “复活”。 该协定谈判于
2013 年启动，但是，去年晚些时候，
因为特朗普，处于“冷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