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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研「放屁法案」變相退出世貿
授權總統隨時加徵關稅 無視「最惠國待遇」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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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法案由商務部、貿易代表辦公室及白宮
幕僚草擬，特朗普5月底曾聽取匯報。法

案將容許美國總統隨時對任何國家加徵關稅，且
毋須經過國會同意，亦可無視世貿兩大原則，即
「最惠國待遇」及「約束稅率」。《美國公平及
互惠關稅法案》英文全稱為《United States Fair
and Reciprocal Tariff Act》 ， 簡 稱 《FART
Act》。
「最惠國待遇」原則是指世貿成員國之間應互
相給予最惠國待遇，在自由貿易協議以外不得對
個別國家實施不同貿易待遇；「約束稅率」則指
世貿成員在一般情況下，不能將某產品的關稅提
高至超過該成員加入世貿時承諾的稅率。這兩大
項被視為世貿最關鍵原則，規定了所有加入世貿
國家必須對其他成員國採取一視同仁的貿易政
策，防止單方面貿易措施破壞世界貿易秩序。

「不切實際」難獲議員支持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形容，法案相當

「瘋狂」，無異於變相退出世貿，但由
於法案會削弱國會權力，估計不可能獲
議員支持，大部分參與草擬的官員私下亦認為法
案「不切實際」，難以執行，唯獨白宮首席經濟
顧問納瓦羅堅持己見，更揚言民主黨會支持法
案。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向白宮消息來源求證
後，證實白宮的確曾經草擬FART法案，但僅屬
初步討論階段，亦不代表美國準備退出世貿。消
息人士批評白宮「內鬼」洩露草案內容，企圖向
特朗普的強硬關稅政策施壓。白宮發言人沃爾特
斯回應時，強調白宮沒計劃檢討貿易法案，亦不
打算向國會提交報道中的法案。
報道曝光後引起不少回響，不少網民以法案簡
稱開玩笑，懷疑草擬法案的官員刻意選用與「放
屁」同義的簡稱。貿易專家亦普遍質疑法案可行
性，卡托研究所貿易政策中心助理主任萊斯特認
為，特朗普如果單純希望迫使外國降低美國產品
關稅，只需與有關國家達成貿易協議便可，認為
不需要太過認真看待FART法案。

■《衛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Axios網站

美國總統特朗普向多國加徵

鋼鋁關稅，環球貿易戰如箭在

弦。繼上周報道特朗普曾經私下表

示打算讓美國退出世界貿易組織後，

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前日再引述消息

指，華府秘密草擬了一項《美國公平及

互惠關稅法案》，容許美國總統可以無

視世貿兩大原則，隨時向任何國家加徵

關稅，等同變相退出世貿。由於法案英

文簡稱「FART」與英語「放屁」意思

相同，部分網民隨即戲稱其為「放屁法

案」。

墨西哥前日舉行大選，初步點
票結果顯示，左翼候選人奧夫拉
多爾一如選前民調預測，有望取
得過半選票當選總統，打破傳統
兩大黨長期壟斷政壇的局面。奧
夫拉多爾發表勝利宣言，承諾打
擊貪污，促請國民重新團結，並
希望與美國建立良好關係。
選舉委員會估計奧夫拉多爾的
得票率介乎53%至53.8%，拋離
另外兩名候選人、保守派政黨國
家行動黨(PAN)的安納亞和執政
革命制度黨(PRI)的梅亞德逾30個
百分點，是墨國歷來有競爭的總

統選舉中，首次有候選人得票過
半。奧夫拉多爾所屬的國家復興
運動黨亦有望在國會選舉大勝，
同時控制參眾兩院，並在9個州
的州長選舉中勝出最少6個。
64歲的奧夫拉多爾曾任首都墨

西哥城市長，當地前晚有大批奧
夫拉多爾的支持者走到市中心廣
場，隨音樂起舞慶祝。退休教師
蘇希納直言人民已受夠執政黨，
形容大選就像20世紀初的墨西哥
革命。奧夫拉多爾表示會竭力讓
墨西哥變得更強大，從根本解決
貧窮問題。他又稱會保障私有產

權，墨西哥央行將保持自主，政
府開支亦會克制，恪守財政紀
律。

特朗普祝賀 期望合作
美國總統特朗普祝賀奧夫拉多

爾勝選，期望與對方合作，讓美
墨兩國取得雙贏，奧夫拉多爾則
稱，希望與美國建立友好與互相
尊重的關係。

■《衛報》/美聯社/
路透社/法新社

奧夫拉多爾領導的國家復興黨橫掃
墨西哥各級地方選舉，其中56歲女黨
員欣鮑姆成為首都墨西哥城首位民選
女市長。
本身是能源工程專家的欣鮑姆，年

輕時參與學運加入政壇，在左翼民主
革命黨打滾多年後，2014年突然轉投
剛成立的國家復興黨，翌年更接過奧
夫拉多爾的衣缽當選墨西哥城其中一
區的區長。2017年墨西哥城7.1級地
震，欣鮑姆轄區內一所豆腐渣工程小
學倒塌，導致26名師生死亡，事後區
政府被揭發任由校方違規建築，死者
家屬要求欣鮑姆接受調查，但她否認

責任並反指政敵抹黑。欣鮑姆前日投
票時，一名示威者便在票站外高呼她
是「殺人兇手」。 ■法新社/路透社

墨西哥城首誕民選女市長墨新總統誓肅貪 盼與美重修舊好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昨日宣佈搗
破一宗恐襲陰謀，稱恐怖組織「基
地」支持者計劃於明日的7月4日獨
立日巡遊及煙花匯演期間，以炸彈
襲擊克利夫蘭一間教堂，殺害軍人

及家屬。
48歲疑犯皮茨是美國公民，另有

化名「拉菲格」，此前居於辛辛那
提，今年搬到克利夫蘭。當局去年
注意到他在網上發表支持「基地」
及具暴力傾向的言論，於是開始調
查他。

炸彈遙控車襲克利夫蘭教堂
FBI臥底探員上周與皮茨會面，

皮茨形容美國獨立日是「他們的假
期」，希望「從核心襲擊他們」，
計劃操作載滿炸彈的遙控車，襲擊

克利夫蘭聖約翰大教堂。皮茨亦在
克利夫蘭市中心一帶「踩線」，尋
找適合施襲的地點。
皮茨前日上午再跟探員見面，坦

言希望加入「基地」或其他國際恐
怖組織，殺死美軍家庭，並計劃襲
擊克利夫蘭後，轉到《美國獨立宣
言》簽署地費城再施襲。探員同日
隨即拘捕皮茨，控以企圖支援海外
恐怖組織罪，預料最高可判處監禁
20年。

■《華盛頓郵報》/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霍士電視台

比利時執法部門昨日拘捕一對伊朗裔
夫婦，懷疑他們計劃用炸彈襲擊上周六法
國一場由伊朗反對派發起的遊行。當局在
他們的汽車內搜出約半公斤TATP炸藥，

分量足以造成嚴重傷亡，2015年巴黎連
環恐襲和2016年布魯塞爾恐襲中，恐怖
分子使用的都是TATP炸藥。

比拘伊朗裔夫婦 伊外交官涉案
兩名疑犯據報於策劃施襲前已經被扣

留，昨日正式被當局拘捕和落案起訴，法
國和德國情報機構亦同時拘捕4名懷疑涉
及事件的同夥，包括一名駐維也納的伊朗
外交官。
疑犯襲擊目標是一場在巴黎近郊舉行

的遊行，活動由流亡海外的伊朗反對派團
體「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發起，目的是
推翻伊朗政權，獲邀嘉賓包括美國總統特
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亞尼。 ■美聯社

伊朗反對派在法遊行險遭恐襲

美國廣播公司(ABC)昨日播出對特朗普前
私人律師科恩的專訪，科恩在節目中一改
對特朗普忠心耿耿的形象，不但未有稱讚
特朗普，更稱特朗普不應批評執法部門針
對他的調查，又揚言如今會首先忠於家庭
和國家，而非特朗普。美國傳媒推測，科
恩此番表態或意味他可能與「通俄門」特
別檢察官米勒合作。
科恩為特朗普擔任律師多年，被視為特

朗普心腹，前年美國總統大選前，科恩曾
向艷星克利福德支付13萬美元(約102萬港
元)，要求對方保密與特朗普的床事。事件
今年4月曝光後，聯邦調查局(FBI)曾搜查
科恩的住所和辦公室，未幾特朗普便與科
恩劃清界線。

妻兒最重要 認同俄干預大選
科恩此前曾揚言會為保護特朗普做任何

事，但這次專訪中，當科恩被問到在特朗
普或家人間如何抉擇時，他坦言妻兒才是
最重要的。特朗普的競選團隊被指私通俄
羅斯，科恩直言不會形容通俄調查是「獵
巫」，強調不容外國干預美國民主，他亦
不認同特朗普引述俄羅斯總統普京指俄方
沒干預選舉的做法，「我尊重我們的情報
機關」。 ■美國廣播公司/美聯社

歐盟委員會早前去信美國商務
部，警告若美國向汽車或汽車零
件加徵關稅，美國的貿易夥伴可
能向總值2,940億美元(約2.3萬億
港元)的美國商品，徵收報復性關
稅，相當於美國去年總出口額的
19%。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接受霍
士電視台訪問時，再次表明不排
除加徵汽車關稅，以迫使貿易夥
伴在對美談判中讓步。
美國商務部5月底宣佈以國家安

全為由，調查歐盟針對美國汽車
業的進口關稅，特朗普上周稱商
務部已接近完成調查，不排除對
歐洲汽車加徵20%關稅。他前日
繼續批評歐洲汽車業，聲稱「歐

盟可能跟中國一樣壞，他們輸出
平治，我們卻不能輸出汽車」。

美GDP將損失千億
歐盟表示，歐盟企業每年在美

國生產290萬輛汽車，相當於美國
汽車總產量的26%，當中約6成出
口至第三國，直接及間接提供42
萬個職位。歐盟估計若華府加徵
25%關稅，各國的報復性關稅將嚴
重打擊汽車業，恐導致美國國內
生產總值(GDP)損失達 130 億至
140億美元(約1,020億至1,098億
港元)，貿易經常賬亦不會有改
善。
歐盟又指出，汽車業與國家安

全關係非常弱，批評汽車關稅並
不合理，而且罔顧國際法，國際
社會不會接受。
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

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談判
至今仍然未見成果，特朗普前日
表示會在11月美國中期選舉後，
才簽署修訂後的協定，期望與加
墨兩國達成更理想的協議。
路透社前日引述消息指，美國

商會正計劃發動宣傳攻勢，反對
特朗普加徵關稅，警告關稅可能
演變成貿易戰，損害消費者利
益，無助推動自由及公平貿易。

■《華爾街日報》/
英國《金融時報》/美聯社/路透社

歐盟警告報復汽車關稅 涉2.3萬億美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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