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医疗产
品制造商Premier 
Guard位于中国
广 东 的 两 家 工
厂，在2019冠状
病 毒 疫 情 暴 发
后停工两个月，
不 久 前 全 面 复
产。虽然公司的
手 术 服 和 口 罩

等产品订单大增，但创办人哈布
斯（Charles Hubbs）却高兴不起
来。
　　他告诉《联合早报》，公司
既要支付停产期间的员工薪水和
社保，又要面对翻了10倍的原材
料成本，还无法获得政府补助，
“因为我们是外资企业”。
　　30年前哈布斯到中国设厂
时，看中的是当地的广阔商机和
低廉成本。过去10年来，中国经
营成本不断攀升，竞争日益激
烈，再加上中美近期贸易摩擦频
繁，让哈布斯一再动了搬迁工厂
的念头。但相继考察过越南、柬
埔寨和美国市场后，他最终还是
决定留下，因为“综合考虑原材
料、物流和劳动力等因素，没有
一个地方能完全取代中国”。
　　这个“欲走还留”的历程是
不少在华美企的缩影。自从两年
前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政
府持续加大力度推动制造业者从
中国回流，冠病疫情导致美国医
疗用品告急，更坚定了总统特朗
普“去中国化”的决心。

美政府表示承担“搬家费”
在华美企认为吸引力不够
　　上月底，白宫贸易顾问纳瓦
罗披露政府正准备颁发总统行政
令，将医疗供应链从中国等国家
转回美国。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
主任库德洛上周又建议政府承担
在华美企撤回美国的全部“搬家
费”，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
权、基建和装修等，通过鼓励美
企回流带动受疫情重击的美国经
济，并减少对中国供应的依赖。
不过，在受访业者和业界人士看
来，这项看似大方的提议，还不

够具有吸引力。
　　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季
恺文（Ker Gibbs）受访时指出，
商会旗下1500家会员公司中，多
数都面向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和服
务。除非他们要放弃这个庞大市
场，否则将工厂撤回美国并不实
际。
　　季恺文曾在苹果和迪士尼等
多家大型美企管理层任职。他
说，企业在设厂时考量的因素，
包括劳动力、供应链，以及是否
靠近目标市场。“中国消费者的
购买力不断增强，当地也具备完
整的产业生态圈，这些都是吸引
美国公司留下的关键。”
　　就连为欧美市场供应音响
设备的美国商人孙博文（Philip 
Richardson）也告诉本报记者，比
起硬件设施，原材料和员工才是
公司最需要的资源，美国在这方
面没有优势。“库德洛的说法，
凸显了他对供应链实际运作一无
所知。”
　　冠病疫情暴发后，孙博文在
广东番禺的真类比（Trueanalog）
音响设备厂延期一个月复工，现
在又因疫情全球扩散，导致出口
欧美订单减少三至五成，上半年
亏损已成定局。即便如此，孙博
文也没想过离开中国，他说，制
造扬声器所需的铜、钢和磁铁等
材料都可在周边100公里内获得，
公司多年来也和供应商建立了深
厚关系。“要我放弃这些竞争优
势，回到美国从头再来？没门
儿！”
　　事实上，即便在去年中美贸
易战况最激烈时，美中贸易全国
委员会面向100家美国企业的调查
也显示，尽管超过八成受访者业
务都受贸易争端影响，但仅有3％
企业有意迁回美国，10％打算迁
往另一个国家，其余87％选择留
在中国。
　　为多家在华美企提供法律服
务的安与恩办事处（Anderson & 
Anderson LLP）高级合伙人包恒
（David Buxbaum）受访时说，政
府在特殊时期通过召回企业保障
战略需求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没

必要让所有企业都撤出中国，特
别是在中国经济秩序逐步恢复之
时。“今年初达成的中美第一阶
段贸易协议，有助于改善在华美
企硬伤环境。若美国公司能在中
国发展壮大，对美国经济也有益

处。”
　　国际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士丹
利本周也研判，疫情危机将放慢
产业链迁出中国趋势。首先，全
球经济衰退阴霾将令一些原本打
算在其他国家设厂的企业因此放

慢投资步伐；其次，中国为复工
复产推出的有效措施和员工配合
度，远胜目前正陷入停摆危机的
多个东南亚国家，这正是传统制
造业大国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
优势。

外企迁出中国是长期趋势
　　不过，季恺文认为经历过贸
易战和疫情冲击后，美国企业会
更有意识控制过度依赖中国市场
的风险。他说，美国公司不会放
弃中国市场，但财力雄厚的企业
可能尝试将生产基地分散到更多
国家，防止供应链被阻断。
　　在疫情中决定推动企业“去
中国化”的，也不只是美国政
府。日本政府上周制定的经济
刺激计划中，就拨出2435亿日元
（约32.3亿新元），用于补贴日
企将在华生产线撤回国或转移到
其他国家。
　　哈布斯预测外企迁出中国将
成为长期趋势，并打算以此为契
机发展新业务。他说：“我们可
以利用多年来在华设厂和海外考
察的经验，为其他制造业者提供
咨询服务，助他们在转移产业链
时少走弯路，探索中国以外的更
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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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本月3日投
书《华尔街日报》，这篇题为

“冠病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的文章提及，冠病大流行的超现实氛
围让他想起了年轻时在第84步兵师参
与二战突出部战役的经历。今天的情
况就像1944年底，能感觉到有一种危
险正步步进逼。“现实就是，此次疫
情过后，世界将彻底改变”。
　　他指出，冠病或许会过去，但它
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
几代人，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
可以凭一己之力战胜病毒，世界各国
必须在合作的基础上解决当前的问
题，否则将面临最坏结果。
　　目前的国际局势框架是二战后的
雅尔塔会议定下来的，二战改变了以
欧洲为中心的格局，美苏两大国主宰
世界，美国以马歇尔计划扶植西欧，
并帮助日本从战败中站起来，甚至以
“和平演变”搞垮苏联；同时，欧洲
殖民主义的衰落也使得亚、非、拉丁
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并以中国
马首是瞻。后来崛起的中国对美国霸

权形成挑战，美国芒刺在背，遂发起
中美贸易战。
　　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是以维持国
际和平及安全为宗旨，但美国为了其
利益，曾不理会联合国决议，执意出
兵伊拉克。事后证明伊拉克没有其指
控的生化武器，但已造成伊拉克生灵
涂炭。在打击伊斯兰国告一段落后，
美国突然从叙利亚北方边境撤军，长
期与之并肩作战的库尔德族盟友遭到
土耳其无情轰炸……在在都看到美国
的作为与其所标榜的民主背道而驰。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还陆
续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TPP），并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
有偏见为由退出。
　　如今特朗普为了选情再指控世界
卫生组织隐瞒冠病在中国大陆传播情
形暂停资助世卫，显示只要不合己意

或无法控制，便反过来进行抵制。
　　然而，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截至今年3月，美国在这一轮财政周
期仍欠世卫9900万美元（1.41亿新
元），该数额远超其他任何国家。这
还不包括此前的旧账。
　　西方盟友并未与特朗普站在同一
阵线上。自主性较高的法国明显和美
国不对头，英国也不配合抵制中国大
陆电信巨头华为，德国总理默克尔更
曾不点名地批判特朗普用孤立、唯我
独尊的处世哲学，去面对气候变化、
贸易争端、恐怖主义、非法移民等全
球问题，将会非常危险。
　　在美国暂停资助世卫并扬言要另
外成立新的国际卫生组织之际，英国
则捐了6500亿英镑（1.16万亿新元）
给世卫；芬兰今年再追加200万欧元
（311万新元）；德国外长马斯批特
朗普的指责于事无补，强调会投资加

强世卫对冠病疫苗研发；澳大利亚总
理莫里森也说要持续与世卫的医疗工
作紧密合作。
　　世界主要国家和美国的步调并不
一致，台湾却在此时和美国亦步亦
趋，和世卫的冲突越来越尖锐，这对
台湾是否有利？
　　台湾一直想加入世卫，与各国专
家一起讨论，取得第一手资讯，并分
享自己的心得，希望对世界有所贡
献，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台湾过去
出席世界卫生大会（WHA）的经验
有些委屈，这次防范冠病的表现也备
受世界肯定，若无此次风波，相信能
提供更多助力，否则殊为可惜。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处理冠病的态
度和中国大陆是否有隐匿疫情绝对可
受公评，也应究责，避免重蹈覆辙。
　　但台湾也须正视国际现实。谭德
塞是在世卫会员国中获得133票高票

当选，不是美国或全世界网民联署就
可以叫他下台的，他的任期是一直到
2022年。
　　除非美国真的检讨前总统克林顿
的三不政策，提案支持台湾成为世卫
成员，或可一试。否则，台湾只是美
国想把防疫不力的责任甩给中国大陆
和世卫的工具，鲁莽行事反而得罪支
持谭德塞的非洲联盟等50多国，得不
偿失。
　　而且，台湾能否加入世卫或成为
观察员，问题的根源在两岸关系。包
括民进党的学者都撰文提到，大陆官
媒《环球时报》的社评已用“勿谓言
之不预”这个大陆对外诉诸军事手段
前的最后通牒来警告台湾。
　　国际新秩序正在形成中，台湾一
不小心会成为大国冲突的引爆点，更
应理性思考，作出最有利的抉择。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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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慧良

登台札记

美国政府一直鼓励在华美国公司撤出中国，回归美国。但对美企来说，中国的庞大市场与完整产业链，是它们
不易割舍的。图为上海的一家苹果专卖店。（法新社）

台湾勿成大国冲突引爆点

美国招手要企业“回家”

在华美企欲走还留
　　相比高度依赖中国供应
链的中小企业，在世界各地
都有生产线的跨国公司则更
有条件“说走就走”，其中
又属科技企业的搬家成本最
低。
　　中国美国商会上月面向
119家会员企业的调查显示，
员工规模逾2000人的大型美
企对中国中小企业的供应依
赖度最低；从行业来看，科
技研发行业对中国供应链的
依赖度低于工业、消费和服
务 业 。 受 访 工 业 企 业 中 有
22％认为公司高度依赖中小
企业，但没有一家科技企业
这么认为。
　　孙博文预计，美国政府
即便落实“报销搬家费”政
策，最终也只会让跨国企业
受益。“对小企业来说，单
是中美员工的薪酬差价，我
们 就 承 担 不 起 。 一 名 中 国
工人的日薪大约60美元（下
同，85.7新元），美国员工则
要170美元，美国政府会帮我
们支付这笔差额吗？”
　　不过，孙博文也希望中
国政府出台援助措施时，也
能照顾像他一样在当地深耕
多年的小型外企，“我们雇
佣的都是中国员工，帮我们
渡过难关，也是帮当地人保
住饭碗。”

中国经营成本不断攀升，竞争日益激烈，再加上中美近
期贸易摩擦频繁，让在华美国医疗产品制造商哈布斯一
再动了迁厂的念头。但相继考察过越南、柬埔寨和美国
后，他最终还是决定留下，因为“综合考虑原材料、物
流和劳动力等因素，没有一个地方能完全取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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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婧

特稿

跨国科技公司
可“说走就走”

　　（上海／北京综合讯）最新调查发现，
大多数在华美企短期内不会因冠病疫情而将
生产业务迁出中国，但物流受限将会是企业
未来一个月面临的最大挑战。
　　据路透社昨天报道，超过70%的受访企
业说，短期而言，他们不会因疫情而计划将
生产和供应或采购业务迁至海外。这项调查
是在3月展开，由中国美国商会、上海美国商
会和普华永道中国联合发布。
　　至于长期安排，约40%的受访者认为，
他们不会在疫情影响下改变在华供应链的长
期规划。但更多企业则认为现在言之尚早，
比例占了52%。
　　约一半的受访者反映，他们的运营能力
低于正常水平，68%的受访者认为产品与服
务需求低于正常值。不过，近七的受访者预

计公司供应链运营能在三个月内恢复正常。
　　受访者也被问及疫情如何影响中美经
济脱钩的可能性，44%的受访者认为中美两
大经济体不可能脱钩，这比去年10月调查
的66%低。20%则预计，疫情将加快脱钩速
度，没有受访者认为脱钩速度会放缓。
　　中美两国曾为贸易战针锋相对，两大经
济体是否会脱钩，不时成为舆论关注的课
题。不少在华美企因贸易战深陷苦海，也萌
生转移业务的念头。中国美国商会去年5月曾
公布，超过四成会员企业正考虑或已将生产
线迁出中国。
　　如今，冠病疫情冲击多国经济，也引发
外资是否会撤出中国的疑虑。中国商务部前
天就向民众信心喊话，指出中国没有也不会
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情况。

调查：多数美企不会因疫情短期内撤离中国

杨丹旭　北京特派员
yangdx@sph.com.sg

　　冠病疫情让中国经济面对前所未
有压力，中共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
强调“稳是大局”，必须确保疫情不
反弹，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
线。
　　会议指出，要在稳的基础上积极
进取，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推进
复工复产达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
序。
　　受冠病疫情冲击，中国今年一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
6.8％，是数十年来首次出现萎缩。
中共政治局昨天给中国经济当天面

对的问题，开出多剂宏观政策“药
方”。
　　会议指出，要提高赤字率，发行
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
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
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
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国际疫情恶化导致大量外向型企
业订单骤减、无工可复，中国因此急
须扩大内需。对此，会议提出，要释
放消费潜力，做好复工复产、复商复
市，扩大居民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
费；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　　
　　在就业方面，会议提出要抓好重

点行业、重点人群就业工作，把高校
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
　　根据官方数据，3月份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是5.9％，比2月份降低0.3
个百分点。不过，由于城镇调查失业
率并不覆盖中国全部就业群体，例
如近3亿农民工，实际失业率可能更
高。中国今年也将迎来874万名高校
毕业生，同比增长40万人，就业形势
十分严峻。
　　昨天的会议也释放出官方不会松
绑房地产措施来刺激经济的信号。会
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中共政治局会议强调“稳是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