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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

中美經貿磋商 農業能源等領域獲積極進展

美若再打貿戰
：
所有成果無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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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識，在農業、能源等多個領
域進行了良好溝通，取得了積極
的、具體的進展，相關細節有待
雙方最終確認。中方同時強調，
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徵關稅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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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貿易制裁措施，雙方談判達成
的所有經貿成果將不會生效。對
此，北京外貿領域專家向香港文
匯報指出，談判結果在意料之
中，落實了華盛頓共識裡的一些
內容，同時針對美國的出爾反
爾，中國也明確了不打貿易戰是
擴大進口等談判成果生效的前
■ 6 月 2 日至 3 日，劉鶴帶領中方團隊與羅斯帶領的美方團
隊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就兩國經貿問題進行磋商。
隊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就兩國經貿問題進行磋商
。 新華社

提。這將對美國的搖擺態度以及
後續談判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月 2 日至 3 日，
據新華社報道，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
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
劉鶴帶領中方團隊與美國商務部長羅
斯帶領的美方團隊在北京釣魚台國賓
館就兩國經貿問題進行磋商。雙方就
落實兩國在華盛頓的共識，在農業、
能源等多個領域進行了良好溝通，取
得了積極的、具體的進展，相關細節
有待雙方最終確認。
聲明指出，中方的態度是始終一貫
的。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
好生活需要，滿足經濟高質量發展的
要求，中國願意從包括美國在內的世
界各國增加進口，這對兩國人民和全
世界都有益處。改革開放和擴大內需
是中國的國家戰略，我們的既定節奏
不會變。
聲明同時強調，中美之間達成的成
果，都應基於雙方相向而行、不打貿
易戰這一前提。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
徵關稅在內的貿易制裁措施，雙方談
判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不會生效。

羅斯：會談友好坦誠
另據路透社報道，羅斯昨日對記者
發表簡短聲明稱，「目前為止，我們
的會談是友好、坦誠的，談及了有關
具體出口項目的有用話題。」當天晚
些時候，羅斯返回美國。
對於第三次中美貿易談判達成的共
識，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余淼傑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談判結果
在意料之中，在華盛頓共識裡雙方就
談到了要有意義地增加美國農產品和
能源出口，美方將派團赴華討論具體
事項。

中國劃紅線 應對美變臉
此輪中美經貿
磋商中方的聲明
裡面有一句話，
引起外界矚目：「中美之間達成的
成果，都應基於雙方『相向而行、
不打貿易戰』這一前提，如果美方
出台包括加徵關稅在內的貿易制裁
措施，雙方談判達成的所有經貿成
果將不會生效。」可以說，這是中
方的態度和紅線，也是保證中美華
盛頓磋商共識得以落實的關鍵。

1?

美邊談邊打 已成新常態
這樣的表態，顯然是有所指、有
感而發。因為就在美國商務部長羅
斯來華前幾天，美國突然翻臉，宣
佈要在 6 月 15 日之前公佈總額約為
500 億美元的中國輸美重大工業技術
產品清單並徵收 25%的關稅。甚至還
有媒體放風，稱如果先期抵京的美
方工作組與中方談不攏的話，羅斯

第1輪 5月3日至4日
■ 中美在北京就共同關心的經貿問題進行了坦誠、
高效、富有建設性的討論。雙方在有些領域達成
了一些共識，但在一些問題上還存在較大分歧。

京專家：設前提展底氣
「實際上，擴大農產品和能源進口
是有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美國在這
兩個領域都具有很強的比較優勢，相
對低廉的能源對國內企業來說可以降
低成本，對消費者來說可以買到更便
宜的商品。不過，擴大農產品可能短
期會對國內農業造成壓力，國家可以
給予相應補貼。美國也有貿易調整援
助（TAA）制度，這是一種由美國政
府實施的、對受到進口產品競爭而導
致損害的美國相關產業中的企業和工
人提供救助的一種法律制度。」余淼
傑說。
此外，余淼傑強調，此次中國在聲
明中明確了不打貿易戰是擴大進口等
談判成果生效的前提與底線。事實
上，中國在這一點上是很有底氣的。
中國擴大開放、增加進口已經成為既
定的國家戰略。如果美國一意孤行，
我們完全可以從歐洲、日韓進口，讓
貿易戰的影響最小化。而美國現在與
全世界打貿易戰，相當於以一個國家
反對全球貿易自由化、一體化，所謂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美國這樣做
最終會成為失敗方。

就可能不來中國了。但結果，羅斯
又是「提前」抵京，又是「迫切」
想談，給外界又製造了一個小意
外。這表明：邊談邊打，已經成為
中美經貿磋商的新常態。
羅斯表示這次與中國的會談「友
好且坦誠」。但是，由於還要最終
確認相關細節，以及美方代表團還
要把這次磋商的成果向總統特朗普
報告，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仍然有
不確定性。對此，中方坦然視之，
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做好各種應
對的準備。
咬定青山不放鬆，任爾東西南北
風。中國的改革開放目標明確，步
伐穩健，節奏合拍。無論是擴大進
口，還是放寬市場准入，都是中國
從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實現經
濟高質量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是
既定的戰略決策，不會因外在的壓
力而亂了陣腳。
■中央廣電總台

中美經貿磋商歷程

■ 劉鶴與羅斯握手
劉鶴與羅斯握手。
。 美聯社

第2輪 5月17日至18日
■ 中美在華盛頓就貿易問題進行了建設性磋商。雙
方同意，將採取有效措施實質性減少美對華貨物
貿易逆差。
第3輪 6月2日至3日
■ 中美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就兩國經貿問題進行磋
商。雙方就落實兩國在華盛頓的共識，在農業、
能源等多個領域進行了良好溝通，取得了積極
的、具體的進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整理

美財長
「盼改變中國經濟結構」
華學者：改革不需別國指手畫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在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赴北京與劉鶴展開第三輪
中美貿易談判之時，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在
加拿大出席七大工業國集團（G7）財政部長
會議。作為首輪中美貿易談判的美方代表，
姆努欽表示，美國希望在北京進行的貿易談
判，除了讓中國購買更多美國商品外，還能
對中國經濟造成結構性改變。對此，多位外
貿領域學者向香港文匯報指出，中美貿易不
平衡與中國的經濟結構沒有關係，中國經濟
結構性改革不需要美國來指手畫腳。

據外電報道，姆努欽表示，在北京進行的
中美貿易第三輪談判，美方的目標廣泛：
「這不僅是購買更多（美國）商品，也與結
構性改變有關。在根本上，如果出現結構性
改變，讓我方公司得以公平競爭，按定義來
說，僅此就能處理貿易赤字問題。」

放寬對華高技術出口為上策
對此，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
副所長白明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美國所認為
的「結構性改變」可能更多的是想扼殺中國

高端製造業，美國 301 調查真正劍指就是「中
國製造 2025」。事實上，中國一直在進行經
濟的結構性改革，希望使工業向着高技術、
高附加值方向轉變，這與美方的期待可能並
不一致。他還強調，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
其實最需要做的是美國進行出口的結構調
整，不再限制對華高技術出口。

貿易不平衡與經濟結構無關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余淼傑亦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姆努欽所謂的「經濟結
構性改變」完全是強詞奪理。中美貿易不平
衡與中國的經濟結構沒有關係，而且這一方
面的改革是中國自己的事情，我們的改革必
須要符合我們自己的經濟戰略，並不需要美
國來指手畫腳。

歐盟向WTO訴華技術轉讓 中方表遺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近
日，歐盟在世貿組織（WTO）爭端解決機制
項下要求與中方進行磋商，啟動世貿組織爭
端解決程序。歐方稱中國政府有關技術轉讓
措施不符合《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
等世貿組織規則的相關規定。對此，中國商
務部條約法律司負責人昨日稱，中方對歐方
提出起訴表示遺憾，將根據世貿組織爭端解
決程序進行妥善處理。

中國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
中國商務部條約法律司負責人表示，中國政

府一向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採取了眾多強
有力的措施保護國內外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合法
權益，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在知識產權合作
方面，中歐雙方建立了知識產權工作組機制。
通過這一機制，中歐雙方一直保持着有效溝
通，在諸多領域取得了積極成果。

京專家：己不欲施於人實可悲
對此，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
副所長白明向香港文匯報指出，在當前美歐
貿易摩擦中，歐盟本身受到了美國的不公平
待遇，現在反過來在知識產權領域又向中國

施加不公平，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正所謂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事實上，歐盟的指責並不符合實際，中
國政府並沒有要求他國進行技術轉讓。」白
明說，很多情況是外國企業想要拿技術敲開
中國市場的大門，是商業合作範疇。
白明續指，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重視知識產
權保護。2014 年，先後在北京、上海、廣州
設立了知識產權法院，並不斷完善知識產權
立法。在今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中還重建了國
家知識產權局。但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
家，希望歐盟能夠以公平的態度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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