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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车展期间
现场购车

可领取健
身好礼

（爱尚健身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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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 2月 7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和中
国货物贸易总额达 6906 亿美
元，创历史新高。国际观察人
士认为，尽管美国政府对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少数美国
政客鼓吹中美经济“全面脱
钩”，但中美两国经贸往来仍然
密切，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仍高
度青睐中国商品，用实际行动
对“脱钩论”说不。

数据显示，按美国商务部统
计，2022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
额增加24亿美元至1538亿美
元；进口额增加 318 亿美元至
5368亿美元。去年全年美中货
物 贸 易 总 额 超 过 2018 年 的
6615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
舱石”和“推进器”，但是近年来
美国政府以“战略竞争”定义中
美关系，对华采取一系列贸易限
制措施和保护主义做法，损害了
两国企业和民众的利益。2018
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
挑起对华贸易战，对超过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
关税。现任总统拜登自上台以
来基本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
经贸政策，并未采取实质性解冻
措施。

美国《政治报》撰文认为，考
虑到美国多年来对中国输美商
品加征关税以及美国政府以“国
家安全”为由阻断中美技术交流
等行为，2022年美中双边货物
贸易数据“令人惊讶”。这充分

证明，尽管“脱钩论”在美国甚嚣
尘上，但美中两国经贸关系仍然
紧密相连。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副所长温迪·卡特勒认为，美中
双边货物贸易额创新高凸显美
中经贸关系“仍然牢固”。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日
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撰
文指出，美国对华政策不奏效，
美中经济“脱钩”存在多重风
险。他表示，美国政府推行对华
全面对抗政策将本国企业置于
劣势地位，限制了美国企业商业
化创新的能力。虽然美国企图
拉拢盟友在经贸和技术领域围
堵中国，但许多国家并没有寻求
与中国“脱钩”。随着中国优化
调整防疫政策，美国的企图更不
可能成功。

保尔森说，美国当前贸易政
策涉嫌保护主义。“一个不变的
事实是，如果没有稳定的美中关
系来保证两国在共同利益上的
合作，世界将变得危险和不那么
繁荣。”保尔森说。

美国企业界和经济学家普
遍对美国少数政客所谓美中“脱
钩”论调持反对态度，认为美中
之间的贸易高度互补，高度互
惠，美国经济、企业和消费者都
是受益者。他们强调，强劲的美
中经贸数据代表着美国消费者
和企业对中国商品和市场的主
动选择，这种强大而紧密的经贸
联系不会让“脱钩论”得逞。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前首

席经济学家埃德·格雷瑟指出，
虽然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政策对
双边贸易流动有影响，但消费者
和企业的行为比政治决策更具
有影响力。

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
统计，美国全部50个州均对华
出口商品和服务，这使得近百万
个美国就业岗位受益，对华出口
大豆、玉米、高粱、牛肉、猪肉的
州受益明显。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克雷格·艾伦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消费品、粮食和农业、
能源、旅游等美国各行业都对继
续开拓中国市场充满期待。“全
面脱钩将令两国经济付出高昂
代价，绝非明智之举。”他说，保
持经贸往来才有益于美中两国
人民。

美国玉米加工协会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约翰·博德认为，与
中国“脱钩”将是“可怕的错误”，
两国有必要以战略眼光管理好
双边经贸关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
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
表示，少数美国政客所鼓吹的对
华“脱钩论”将对美国人的生活
水平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不管他
们（政客）说了什么，美国不会走
这条路。

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艾莉·
怀恩认为，美中“脱钩”难以实
现，美中两国不可能完全切断双
边经贸联系。

（新华社发）

新华社首尔2月 8日
电 韩国国会2月 8日通
过在野党发起的对行政安
全部长官李祥敏的弹劾动
议案。

韩国国会当天在全体
会议上对李祥敏弹劾动议
案进行不记名表决，最终以
179票赞成、109票反对、5
票无效的结果通过弹劾
案。之后，此案将提交宪法
法院审理，根据韩国法律，
宪法法院需在180天内作

出最终裁决。在最终裁决
作出前，李祥敏将被暂停职
权。

韩国在野党共同民主
党、正义党和基本所得党本
月6日共同向国会提交李
祥敏弹劾动议案，旨在追究
李祥敏在首尔梨泰院踩踏
事故中应对不力的责任。

去年10月29日晚，首
尔龙山区梨泰院一带发生
严重踩踏事故，事故共造成
159人死亡。

中美货物贸易创新高“脱钩论”不得人心

韩国国会通过
行政安全部长官弹劾动议案

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署8日上午发布最新消息说，土
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6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导致
该国6957人死亡、38224人受伤。图为救援人员在一处地震
废墟搜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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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楼市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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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楼市热点

HomeWeekly

家 居 怀 川

本报讯（记者王倩）
近日，记者在解放路与
工字路交会处附近的博
园·澜庭叙项目施工工
地了解到，该项目始终以
致力于打造老城区高品
质楼盘为己任，在工程建

设中的每一个细节，该项
目都严格把控、精益求
精。目前，一期已全部交
付使用，二期多栋楼二次
结构已完成，7号楼、8号
楼和9号楼粉刷结束，门
窗和电梯安装完成。

“今天来看房，虽然还没选
中房子，但是收到了开发商送
的元宵，也是意外的收获。”农
历正月十五当天，在我市一楼
盘营销中心看房的刘女士对记
者表示。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
日，也是一年中重要节日。正
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

“宵”，所以把一年中第一个月
圆之夜，农历正月十五称为元
宵节。元宵节当天，大街小巷
花灯璀璨，舞龙、舞狮、放焰
火、猜灯谜等等民俗活动轮番
上演，欢声笑语充满了城市的
各个角落。元宵佳节，礼物纷
飞。闹元宵自然少不了楼市
的助兴。猜灯谜、吃元宵、抢
红包……各个开发商也开始进
行各种营销活动，借助春节的
后劲儿，给购房者带来了节日
的问候。

近几年，楼市暖风政策频
吹，房贷首付比例下调、降低贷
款利率……一系列的楼市新政
是送给购房者的一件大礼。众
多楼盘更是借着政策的春风，
纷纷在周末举办元宵节营销活
动，并推出促销优惠措施，期盼
能在今年新春迎来“开门红”。

不少购房者在元宵节当天不仅
收获了欢乐，更收获了开启幸
福团圆旅程的品质家园。

在楼盘元宵节活动现场记
者看到，一些开发商为了让楼
盘积聚人气，把新老客户都邀
请过来参加活动，既可回馈老
业主，又能为楼盘营销推广造
势。“几天前，置业顾问就打电
话告诉我，元宵节售楼部有很
多活动回馈业主，今天我特意
带着家人来参加。孩子今天玩
得很开心，还得了好多奖品，非
常感谢开发商为大家提供的这

次机会。”在一楼盘活动现场，
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

“听说最近楼市出台了不
少新政策，买房时能省不少钱，
我就想到售楼部深入了解一
下，正好赶上开发商元宵节也
推出了不少的让利活动，这些
优惠加起来，比我之前看房时
能节省下来几万元，这让我非
常心动，当场就交了两万元的
定金。”在元宵节终于圆了购房
梦的90后小赵对记者表示。

上图 小朋友在展示自己
组的花灯。 筱 静 摄

元宵喜乐“惠”楼盘送好礼
本报记者 陶 静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
日，记者在位于长安路与解
放路交会处附近的征云·美
好家园项目营销中心了解
到，该项目即将售罄，现正清
盘特惠中，购房立减 3 万
元。据了解，征云·美好生活
家园项目总占地规划约173
公顷，其占地、体量、绿化率

指标均名列我市各楼盘前
列。该项目打造的宜居、宜
学、宜养、宜游、宜业，将成为

“五宜”梦想城镇以及电子巡
更、视频监控、消防报警、社
区Wi-Fi、园林雾森的智能
化社区，未来这里将是一个

“城市生态居住区，美好生活
梦想城邦”的理想之地。

征云·美好生活家园

购房立减3万元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
日，记者在位于市人民路
与文汇路交会处附近的卓
世·悦东城营销中心了解到，
该项目临街商铺正在认筹
中，认筹可享交2万元抵5
万元优惠。据了解，作为市

重点工程项目，卓世·悦东城
占据城市“东扩南移”重要位
置，坐拥人民路城市主干道，
享城市便捷交通，除了小区
自带客流外，周边还有诸多
大型社区，单位和学校等，多
重人流保障，前景无限。

卓世·悦东城

临街商铺正在认筹中

本报讯（记者王倩）
近日，记者在位于丰收路
与政二街交会处附近的
金地广场楼盘施工工地
了解到，该项目规划建设
商业2栋，综合楼1栋，住

宅2栋。目前，1号住宅
楼外立面施工完成；2号
住宅楼外立面施工正在
进行中；2号商业楼3楼
框架正在搭建中，整体工
程紧张有序进行。

金地广场

1号住宅楼外立面施工完成

博园·澜庭叙

3栋楼门窗、电梯安装完成

近期，全国多地首套房贷
利率不断下行，与存量房贷利
息差扩大。从银行方面获悉，
用户要办理提前还房贷业务需
要预约，排队时长至少在一个
月以上。专家表示，盲目跟风
提前还贷并不可取。

多家银行需提前预约办理

面对提前还贷的购房者不
断增加，多家银行表示需要排
队办理，办理提前还贷业务至
少要提前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去预约。不同银行、不同网点
针对提前还贷的应对措施有所
不同，排队时间有所差异。

王先生最近通过工商银行
APP预约了还款业务，发现办
理提前还款已经需要排到两个
月以后了。记者以客户身份致
电工商银行某网点个贷部同样
获悉，用户可通过手机银行预
约提前还贷，现在最早能约到
今年4月末。

“没想到，还钱也需要靠
抢！”市民李乐告诉记者，在建
设银行APP上提前还贷，需要

每天14时线上操作预约，自去
年年底预约名额就不好抢了，
甚至开抢不到1分钟就显示名
额已满。建行北京朝阳支行客
服人员表示：“目前，提前还款
业务量很大，最早也得到今年2
月底才能排上。”

也有银行方面表示，提前
还贷业务依然正常办理。一家
商业银行个贷经理说，网点并
没有提高提前还贷门槛，正常
处理客户需求，近期提前还贷
的人多了些，不过谈不上还贷
潮。

还贷热潮或将趋于平缓

“对个人来说，判断是否需
要提前偿还个人贷款，最直接
的方式是看投资收益是否可以
覆盖贷款利息。如果投资收益
率高于贷款利率，则考虑将资
金更多用于投资；反之则可以
考虑部分或全部偿还贷款。当
然，还需要为日常生活支出与
未来养老、医疗等留足资金。”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
说。

中原地产提示，不适合提
前还款的情况包括房贷利率
低、等额本息还款已到还款中
期、等额本金还款期已过三分
之一等。

也有金融领域从业者提
醒，盲目跟风提前还贷并不可
取。手里的资金还了房贷就损
失了用它增值的机会，如何评
估自己是要减低负债还是保留
流动性，还需看个人具体资金
情况，谨慎作出选择。

董希淼建议，当前部分存
量房贷与新增房贷之间的利差
过大问题需要引起重视。考虑
到2023年宏观经济企稳回升
和房地产市场回暖，下一阶段
提前还贷热潮或将趋于平缓。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
总监严跃进同样认为，要重视
存量房贷利率过高的现象，各
地要把“房贷利率下调”与“房
贷提前偿还”之间的关系做系
统研究，从保护购房者权益角
度积极为购房者减负。

王 明

存量房贷利率高引发提前还贷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