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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刚签2535亿大单 
    美方为啥突然发起贸易调查？

　　美国商务部28号宣布，将根据1930年《关税
法》，主动发起对中国普通合金铝卷反倾销与反补
贴的调查。此次调查针对的是价值约6亿美元的中
国输美铝产品，与此前针对其他铝制品的调查无
关。
　　本月上旬，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访华期间，
中美两国企业在两场签约仪式上共签署合作项目
34个，总金额高达2535亿美元。其中，贸易项目
26个，金额1088亿美元；双向投资项目8个，金额
1447亿美元（包括赴美投资项目3个，金额1317亿
美元）；来华投资项目5个，金额130亿美元。这既
创造了中美经贸合作的纪录，也刷新了世界经贸合
作史上的新纪录。
　　然而，就在大家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讨论热
烈之时，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也未止息。

　　美商务部发起对中国进口普通合金铝卷调查

　　美国商务部于当地时间11月28日宣布，在时隔
近25年后，首次“主动”（self-initiate）对中
国输美产品展开反倾销与反补贴（“双反”）调
查。普通合金铝卷主要指厚度在0.2毫米至6.3毫米
之间的平卷铝产品，主要用于建筑材料、交通工
程、基础电子元件等。此次针对的是价值约6亿美
元的中国输美铝产品，且与此前针对其他铝制品
的“232调查”无关。
　　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修订版，美国商务
部有权在未出现美国公司或行业协会申请的情况
下，自行决定对可能存在倾销和补贴的输美产品展
开调查。与之相对，通常商务部只在接受行业申诉
后，才决定是否展开调查。在美国铝业没有要求商
务部开展调查的情况下，美国商务部主动发起的官
方举动实属罕见。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表示，美
国自中国进口普通合金铝卷的数量从2005年起上
涨，最近三年有加速上涨态势。有分析称，此次针
对的输美产品贸易规模小，但由此发出的信号十分
强烈，即美国希望开展进口保护。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声明中称，“特朗普

总统从上任第一天就明确表示，不
能容忍不公平的贸易实践，今天的
行动是更进一步来兑现这一承诺。
我们发起了逾25年来的首次主动行
动，再次表明我们坚定维护自由、
公平和对等的贸易。”
　　在美国铝业没有要求商务部开
展调查的情况下，这种官方举动实
属近30年来罕见。上一次美国商务
部自发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倾销
调查，是1985年里根政府对日本半
导体行业发起；上一次美国商务部
自发的反补贴税调查，则是1991年
对加拿大软木行业发起。
　　美国商务部称，其已经掌握了
相关产品从获得补贴中获益，并以
低于美国市场价格的水平在美销
售；还有证据显示，中国输美普通

合金铝卷“损害或威胁损害”了美国本土企业。
　　据财经媒体CNBC报道，罗斯表示，美国自中国
进口普通合金铝卷的数量从2005年起上涨，最近三
年有加速上涨态势。由于中国铝业面临系统性和显
著的产能过剩，美国生产商面临未来自中国进口激
增的可能。
　　根据国际铝业协会（International Aluminum 
Institute）的数据，中国对铝的需求量占到全球
的一半以上，今年估计有6000万吨。
　　中国输美工具箱产品同样遭调查
　　记者注意到，这是本月美国对中国引起的第3
起贸易摩擦。美国东部时间11月13日，美国商务部
公布对华胶合板产品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最终裁
定，裁定中国企业倾销幅度为183.36%；补贴幅度
为22.98%-194.90%。
　　而在11月2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终裁认定，部
分中国输美工具箱和工具柜产品（certain tool 
Chests and cabinets）存在14.03%至95.96%的补
贴行为。所以美国商务部将要求美国海关开始向中
国的工具箱和工具柜产品进口商们收取保证金，待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在2018年1月8日之前
发布仲裁结果，如果认为存在对美国企业的损害，
则将采取反补贴救济措施。
　　美国商务部声明称，最终裁定对江苏通润装备
科技股份的产品，征收15.09%的反补贴关税，对中
山基龙工业的反补贴关税为14.03%，对其他所有中
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施加的反补贴关税为14.39%，
而对于未有回复的商务部调查的中国企业，则征收
95.96%的反补贴关税。
　　“政府对一些产品的不公平补贴是商务部非常
重视的事情，”罗斯（Wilbur Ross） 表示。“
我们将继续代表美国工业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公
司、工人以及社区，防止他们受到不公平进口的不
利影响。”
　　美国商务部网站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对
美国出口的工具箱和工具柜产品价值约为2.3亿美
元。不过，在相关情况说明文件的末尾，还有一份
表格显示，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的上述产品总价值

印第安纳州公司入选研制
NASA多材料空间制造实验室
　　美国航天局７日宣布，已挑选出３家公司研制一种叫“多
材料空间制造实验室”的设施原型，印第安纳州的Techshot公
司是这三家公司之一。
　　“多材料空间制造实验室”是美国航天局“下一代空间技
术探索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也是３Ｄ塑料打印在国际空
间站上成功应用后的进一步延展，旨在以多种材料为原料在太
空按需生产零部件和相关工具。美国航天局的目标是2020年在
国际空间站上展示商业化开发的“多材料空间制造实验室”。
　　美国航天局挑选的３家公司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的
Interlog公司、印第安纳州的Techshot公司和华盛顿州的
Tethers公司，它们共计获得1020万美元的资金，将在18个月
后交付“多材料空间制造实验室”原型。之后，美国航天局将
再次挑选合作伙伴，进一步发展这项技术。
　　美国航天局马歇尔航天中心空间制造负责人尼基·沃克海
泽说，美国航天局希望提升在太空制造、修理和回收使用物品
的能力，“多材料空间制造实验室”原型将有助于为可持续的
人类航天任务所需的按需制造能力奠定基础。   

美国律师涉嫌EB-5投资移民欺诈
 22名中国投资人索赔

　　22名身在中国的投资人近期向大洛
杉矶区域新港滩市(Newport Beach)的
律师弗朗西斯科(Emilio Francisco)和
其控制的“PDC资本(PDC Capital)”提
出索赔。29日，中国投资人的洛杉矶华
人代理律师王婧在洛杉矶东区钻石吧市
(Diamond Bar)举行记者会公布详情，称
弗朗西斯科涉嫌移民欺诈，用这些中国
投资人的钱买游艇，但却连一张临时绿
卡都没办成过。

　　王婧律师29日上午介绍说，22名中
国受害投资人对PDC投资移民项目提起
诉讼，该项目以及相关律师已经于2016
年12月被美国证监会(SEC)提起诉讼。
美国证监局的指控称，弗朗西斯科和其
控制的“PDC资本”在2013年1月至2016
年9月间，通过19个EB-5投资项目向131
位投资者诈骗了950多万美元。

　　根据证监会的文件显示，弗朗西
斯科和PDC声称的这些符合美国移民局
的“EB-5移民投资计划”的项目包括建
设辅助生活设施、老人院、高档餐厅和
包装工厂等，主要面向中国投资者，4
年累积获得资金超过7200万美元。但
是，弗朗西斯科并没真正运用资金进行
移民投资项目，而把资金从一个项目挪
到另一个项目，其中950万美元以上的

钱拿来经营自己的投资公司与买游艇享
受人生。

　　王婧律师称：“除了美国证监会的
诉讼外，我们将这个负责律师和另外一
个律师列为被告，他们在非法转移资金
上有共同合作的行为。案件受害人都是
华人，他们都没有拿到临时绿卡，所以
他们入境只能以旅游签证前来。”

　　面对层出不穷的EB-5移民欺诈，显
然找白人律师未必会更可靠。王婧律师
指出：“移民局大约在2个月前开始在
官网发布关于投资移民区域中心最新资
讯，因为移民局今年开始加大速度关闭
不合规范的区域中心。一些区域中心事
实上已被关闭了几年，但由于过去信息
不公开，大部分投资人无法得知情况，
所以移民局决定通过网站实时公布被关
停项目的信息。我们建议投资人假如对
一个项目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先上网去
了解一下这个项目是不是合法存在的。
另外，投资人可以找一个独立律师，对
移民律师提供的文件进行审核以及进行
法律风险的分析，避免陷阱。这样一旦
发生问题，投资人也知道如何追偿自己
的利益。”

 （来源 侨报网）

约为9.9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对此解释称：“由于进口的工具箱和
橱柜的报告数据包含多个不同的测量单位，所以没有
工具箱和橱柜的规格数据。HTSUS（美国商品统一关税
表）的下属子标题涵盖了多种商品，因此，上述进口
统计数据可能与从中国进口的工具箱产品的实际数据
差异较大。”
　　为什么美国商务部会突然对中国输美工具箱和工
具柜产品进行调查？原来，这是由于美国企业滑铁卢
工业公司（Waterloo Industries Inc。）在今年4月11
日向美国商务部和ITC提出请愿，要求对来自中国进口
的工具箱和工具柜产品发起“双反”调查。
　　美国商务部网站指出，执行美国贸易法是特朗普
政府的主要关注点。2017年至今，美商务部已经启动
了77个反倾销税（AD）和反补贴税（CVD）调查，以回
应美国国内企业的请愿。此外，自2017年1月20日（特
朗普政府就任）以来至今，该部已发起79起“双反”
调查，较2016年全年的48起增加了65%。

　　中美贸易既有合作也有摩擦

　　据CNBC报道，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称，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ITC）会随同商务部发起独立调查，探查
此类进口是否有损美国铝业和工人利益。初步结果预
计在明年1月16日之前发布，如果也认为进口对美国工
业造成危害或存在威胁，美国商务部会继续调查。
　　针对中国合金铝卷的初步反补贴税决定将在明年2
月发布，最终决定在4月发布；针对该产品的初步反倾
销调查决定将于明年4月发布，最终决定在7月发布，
但截止日期都可以延长。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Chad Bown对英
国《金融时报》表示，尽管开展反倾销与反补贴税调
查是美国政府的惯用手段，但此次自发推动调查传递
出了强有力的信号，即美国希望开展进口保护。特朗
普政府不会等待工业界申请调查，也许这些调查不代
表业界的意愿。
　　事实上，中美经贸交往中，既有合作妥协，也有
竞争摩擦，此前美国就对中国发动301调查，令中美经
贸关系一度紧张。《华夏时报》此前报道指出，中美
两国签下创纪录的2535亿美元大单，说明双方在经贸
上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有能力实现良性竞争与合
作。
　　记者注意到，在11月13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
胶合板产品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最终裁定后，中国商
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曾表示：“在反倾销
调查中，美国商务部罔顾世贸组织义务和承诺，继续
适用歧视性的“替代国”做法；拒绝考虑企业提交的
大量证据材料，完全歪曲企业实际生产流程，在终裁
中不合理地大幅度提高了中国企业倾销幅度。”
　　　在反补贴调查中，美方无视世贸组织有关规则
和裁决，人为构造出低价提供原材料、出口买方信贷
等补贴项目并裁出较高补贴幅度。
　　他指出，美方的不合理做法和裁决将严重阻碍中
国胶合板对美出口，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
　　不过，王贺军也强调，在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
两国元首达成了将继续致力于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合
作的广泛共识。中方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
识，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公平、公正地开展调查，通过
对话和协商妥善管控分歧。

 （来源 美中时报）

Techshot 位于
Greenville, Indiana。
该 公 司 成 立 3 0 多
年，从事航天、国
防、医疗器具等高
科技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