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簽芯片法案 擾亂全球供應鏈
限制美企對華投資 勢必自損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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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芯片法案無法幫助汽車製造等行業脫困，反而擾亂全球供應
▼
鏈。
資料圖片

損人害己

【大公報訊】綜合《美國
之音》、彭博社、 BBC
報道：
當地時間 日，美國總統拜登
簽署總額達 2800
億美元的 芯
片和科學法案 ，向美國半導
體 行 業 提 供 527
億美元補貼。
該法案不僅試圖通過投資補貼
吸引半導體企業在美國本土設
廠，還圖謀通過限制補貼資格
來阻止半導體企業在中國增產。相
關條款反映出美方一些人根深蒂固
的冷戰及零和思維，阻
礙中美正常科技合作，
將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
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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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500億美元的 「美
國芯片基金」 ，其中
390億美元用於鼓勵芯
片生產，110億美元用
於補貼芯片研發；設
立20億美元的 「美國
芯片國防基金」 ，由
美國國防部派發，用
於補貼國家安全相關
的關鍵芯片生產；此
外還將投入5億美元支
持建設半導體供應
鏈、2億美元用於培養
半導體行業人才。
•向投資半導體製造業
的企業提供25%的稅
收抵免。
•禁止獲得聯邦資金的
企業在中國大幅增產
先進製程芯片，違規
者或被要求全額退還
補助款。

C

美國近年頻頻向中國發起 「芯片
戰」 。今年3月，美國拉攏日本、韓
國、中國台灣籌組所謂的 「芯片四方聯
盟」 ，圖謀遏制中國半導體產業。韓媒
8日稱，韓國外交部已向美方表明參與
該聯盟預備磋商的意願。但韓國外交部
同日強調，韓方尚未確定是否加入。
韓國《每日經濟》披露，韓國總統
辦公室、企劃財政部、產業通商資源部
等部門將提出， 「芯片四方聯盟」 要以
「尊重一個中國原則」 和 「不
提及對華出口限制」 為前
提。韓媒指，韓國芯片出
口 市 場 的 60% 集 中 在 中
國，無法承受將中國企業
排除出供應鏈的後果。正
在中國訪問的韓國外交部
長朴振9日表示，韓
方將繼續加強
與中方的經
濟合作。

芯片法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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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智庫戰略國際研究中心指出，
在複雜和高度依存的全球價值鏈中，中
美半導體企業已深度融合，若要使供應
鏈完全本地化，將付出巨大的經濟和技
術成本。因此，全球半導體行業完全
「脫鈎」 是非常不切實際的。美媒披
露，英特爾曾大力游說，希望華府不要
限制芯片企業對中國的投資，否則將
「削弱那些接受法案資金的企業的全球
競爭力」 。
美國正面臨芯片短缺問題，汽車、
家電、武器等行業均受到衝擊，數以千
計的汽車和卡車正停在密歇根州東南部
等待芯片。但專家指出，建設新工廠需
要數年時間，該法案難解燃眉之急。

韓國拒限制對華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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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對中國發起
「芯片戰」，被批損
人害己。 資料圖片

俄火箭成功發射伊朗衛星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華
盛頓郵報》報道：伊朗 「海亞姆」 遙
感衛星9日搭乘俄羅斯 「聯盟-2.1b」
運載火箭，從哈薩克斯坦拜科努爾航
天發射場升空並成功進入目標軌道。
西方情報官員早前指控俄羅斯
計劃利用這顆衛星 「監視位於
烏克蘭的目標」 。伊朗方面反
駁指， 「海亞姆」 完全由伊朗
控制，其數據將被用於農業生
產、應對自然災害等。
伊朗航天局9日已收到 「海
亞姆」 發回的首批遙測數據。
該機構表示，這些數據將主要
用於農業生產、調查水資源、
應對自然災害和勘探礦產等方
面。伊朗通信和信息技術部長
伊薩．扎雷普爾說， 「海亞

姆」 衛星的發射意味着伊朗和俄羅斯
在航天工業領域進行戰略合作。
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表示，除了
「海亞姆」 外， 「聯盟-2.1b」 火箭當
日在發射任務中還將16顆小型航天器

送上太空。
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國家對俄
羅斯發動制裁，限制與其貿易及航天
合作，但顯然未能實現 「孤立」 莫斯
科的目的。巴西經濟部最新數據顯
示，今年1月至7月俄羅斯對
巴西出口額較去年同期激增
95%。7月中旬，烏克蘭總
統澤連斯基曾與巴西總統博
索納羅通電話，要求其 「遵
守西方對俄制裁」 ，但博索
納羅並未理會。據巴西媒體
報道，巴西計劃購買俄羅斯
的柴油，雙方正就此進行協
商。
◀ 「海亞姆」 9日升空，標誌
着俄伊航天合作加深。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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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為省電
路透社

中方斥擾亂國際貿易

彭博社9日披露，英特爾等美國半
導體企業短期內不僅無法擴大生產，反
而可能要裁員。英特爾行政總裁格爾辛
格日前表示，公司收入下跌、前景不
佳，今年將放緩招聘並縮減對新工廠和
設備的投資金額。
有分析指，美國半導體製造業衰退
的根源在於自身，主要原因包括美國建
造成本過高，以及企業為逐利而搬離美
國，導致半導體製造的上下游產業鏈也
離美國越來越遠。在此情況下，美國執
意出台的芯片法案只會損人害己。中國
商務部發言人7月29日指出，美方的法
案將扭曲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擾亂國際
貿易，中方必要時將採取有力措施維護
自身合法權益。

德國電費飛漲，柏林大教堂
▼
熄燈 。

當地時間9日上午，拜登在白宮玫瑰
園簽署了 「芯片和科學法案」 。他聲稱，
美國通脹高企的一大原因是汽車漲價，
而汽車漲價是因為芯片短缺、產量下
降， 「為了我們的經濟、工作機會和國
家安全，半導體產業必須回到美國。」
法案將在5年內向美國半導體製造
與 研 發 企 業 提 供 約 527 億 美 元 （ 約
4110.6億港元）補貼。法案要求成立
500億美元的 「美國芯片基金」 ，其中
390億美元用於鼓勵芯片生產，110億美
元用於補貼芯片研發；由美國國防部撥
款20億美元，補貼國家安全相關的關鍵
芯片生產；此外還將撥款5億美元支持
建立半導體供應鏈，撥款2億美元培養
半導體行業人才。
法案還為投資半導體製造的企業提
供25%的稅收抵免等，並授權在未來10
年向科研項目提供2000億美元經費。
值得注意的是，該法案包括針對中
國芯片產業的排他性政策，禁止獲得美
國聯邦政府補貼的公司在中國大幅增產
先進製程芯片，期限為10年。違規企業
可能被要求全額退還聯邦補助款。BBC
指出，這種做法令美國的英特爾和美
光、韓國的三星和SK海力士等半導體企
業陷入兩難境地。上述企業均在中國設
有芯片製造、封裝或測試工廠。

德國電費漲兩倍 援烏積極性大減
【大公報訊】綜合德國之聲、美
聯社報道：冬天越來越近，德國政府和
民眾開始擔憂俄烏衝突對過冬取暖成本
的影響。德媒日前報道，德國家庭今年
的電費料將比去年高兩倍，取暖恐將成
為一種 「奢侈品」 。在此情況下，德國
民眾支持烏克蘭的熱情大減。
由於歐盟盲目跟隨美國制裁俄羅
斯，俄方已大幅削減對歐天然氣供應，
歐洲氣價節節攀升。據德媒報道，德
國逾半家庭依靠天然氣取暖，但
氣價已較去年底翻倍，且
10月1日將再次漲價；
一個四口之家去年的
電費約為1080歐元，
今年將飆升至3240歐
元。德國總理朔爾茨
早前警告，取暖費恐成
為威脅社會穩定的 「火

藥桶」 。為節省電力，柏林決定關閉多
個景點的外部照明，包括勝利紀念柱、
柏林大教堂等。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德國已接收
了近百萬烏克蘭難民，令各地住房、教
育、社會福利系統承受巨大壓力。德媒
8日指出，隨着能源價格成為公眾關注
焦點，德國民眾向烏克蘭難民提供援助
的力度明顯降低，巴伐利亞、薩克森等
地已宣布限制難民數量。
美國國際開發署8日宣布將再向烏
克蘭提供45億美元資金。同日，五角
大樓宣布追加10億美元對烏軍援，是
美國迄今向烏克蘭提供的規模最大的單
次安全援助。最新軍援包括 「海馬斯」
多管火箭炮系統的適配彈藥、其他炮
彈、 「標槍」 反坦克導彈系統等。美國
總統拜登上台以來承諾向烏克蘭提供的
軍援總額已達98億美元。

▶即將離任
的約翰遜欲
訪波蘭卻吃
了 「 閉 門
羹」 。
法新社

約翰遜欲訪華沙 波蘭總理：無暇接待
【大公報訊】據彭博社報道：將
於9月離任的英國首相約翰遜近期密集
安排外交活動，向各國領導人告別。美
媒披露，約翰遜原計劃於8日到訪波蘭
首都華沙，並與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會
面，但波蘭方面表示 「無暇接待」 ，約
翰遜只能取消外訪。
消息人士稱，英國和波蘭此前討
論了安排會面的幾個可能日期，並初步
商定於8月8日舉行。直到上周，唐寧
街仍認為可以進行這次訪問。然而，波
蘭總理辦公室隨後表示莫拉維茨基沒有
時間接待約翰遜，且在後者9月離任前
都不太可能抽出時間。
據彭博社報道，約翰遜提出要與
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但雙方迄今未能

找到合適的時間。白宮方面拒絕置評。
唐寧街官員稱，約翰遜還希望在本周內
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
英國媒體批評約翰遜在下台前不
務正業，還帶歪了英國政府的風氣，讓
唐寧街10號變成了一個 「不幹活的蜂
巢」 。7月下旬，約翰遜前往約克郡觀
看烏克蘭士兵訓練，並下場嘗試機槍射
擊和手雷投擲；7月底，他與妻子凱莉
舉行 「第二次婚禮」 ，彌補疫情期間婚
禮規格縮水的遺憾，隨後度起了 「蜜
月」 。
與此同時，英國央行預測英國10
月通脹率恐超過13%，該國經濟將於
今年第四季步入衰退，持續時間可能長
達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