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美

國政府6日起對從中國進口的340

億美元商品加徵25%的關稅。針對

美國這一貿易霸凌主義行徑，國際

社會表達了強烈不滿，並擔憂美國

此舉將干擾全球產業鏈和貿易流，

進而給全球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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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憂貿易霸凌累世界經濟
美加稅擾全球產業鏈 各國紛譴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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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6日表示，中
美兩國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兩個經濟

體，對世界經濟的平穩增長意義重大。兩國
貿易摩擦對世界經濟將造成負面影響。《日
本經濟新聞》6日援引經合組織的分析說，
如果加徵關稅導致中美歐貿易成本上升
10%，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將被拉低1.4%。
英國央行行長卡尼表示，一場全面貿易戰
可能會明顯拖累全球經濟增長，其破壞程度
已遠遠超出提高關稅的直接經濟影響。據英
國央行測算，如果美國與其所有貿易夥伴之
間的關稅升高10個百分點，僅通過貿易渠
道就可能使美國經濟產出減少2.5%，全球
產出減少1%。
英國《金融時報》援引卡尼的話說，如果
全球商業信心下降，金融狀況收緊，增稅被
視為永久性的，那可能會導致產出損失翻
倍。他警告，失去貿易開放性可能會拖累全
球勞動生產率提高。
巴西中國問題研究所所長羅尼·林斯表

示，考慮到美國和中國經濟的輻射力，貿易
戰將給全球貿易體系造成衝擊。他說，美國
違反了國際貿易中的互信原則，成了規則破
壞者，美國的做法危害全球貿易秩序，給全
球經濟發展帶來極大不確定性。
「這場貿易戰是失去理智的，華盛頓當局
以不負責任的方式，將世界經濟置於危險境
地。」法國《世界報》6日刊發社論指出。

美消費者最終為加稅買單
「那些最初相信『美國優先』政策會帶來
好處的美國人，當站到沃爾瑪空貨架或看到商
品價格大漲時，才會明白這一政策的後果。」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教授桑德·施耐德說。
美國全國零售商聯合會會長馬修·謝伊警

告，加徵關稅不能保護美國就業，反而會推
高一系列產品價格。最終為美國加稅買單的
將是美國消費者。
美國設備製造商協會會長丹尼斯·斯萊特

說，美國加徵關稅的進口產品涉及關鍵零部
件，這會推高美國製造業成本，令設備製造
業130萬就業崗位面臨危險。
美國威斯康星州普利茅斯市薩爾托里奶酪
公司董事長傑夫·施韋格爾說，中美經貿摩
擦將令公司年銷售額減少4,000萬美元。
「對別國加徵關稅自己還能受益的例子，我
還從未見過。」他說。美國商會預計，美國
奶製品如遭遇報復性關稅，威斯康星州一年
將損失10億美元出口。
「美國對華加徵關稅，試圖用雙邊關稅壁
壘解決本國在多邊貿易中的赤字問題，效果
只會適得其反。」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
史蒂芬·羅奇說，「此舉不過轉移美國對華
貿易赤字，而無法消除美國長期存在的貿易
逆差。」

沒有國家能從貿戰中獲益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羅
爾夫·朗哈默警告，美國挑起中美經貿摩
擦，那些已在中美投資建廠的歐盟企業將不
可避免受到波及。例如在中國銷售的德國寶
馬汽車，有不少是在美國工廠生產，這些進
口寶馬汽車受關稅影響在華銷量或將大跌。
針對德國媒體關於歐洲能否從中美經貿摩
擦中漁翁得利的問題，柏林自由大學教授施耐
德說，貿易戰對所有參與經濟體和企業都只會
帶來損害，特朗普政府對世貿組織的破壞，既
不符合中國利益，也不符合德國利益。
阿根廷「亞洲與阿根廷」研究中心中國問
題專家古斯塔沃．吉拉多表示，美國對中國
產品徵收不合理關稅，所衝擊的不僅僅是中
國和美國企業，還將影響整個國際產業鏈，
損害產業鏈上所有國家的利益。
韓國媒體6日援引本國市場分析機構研究
稱，在中美經貿摩擦中韓國屬於高風險經濟
體，韓國電子產品、汽車和鋼鐵等出口產業
將遭遇直接衝擊。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6日
緊急召開評估會議，認為中美經貿摩擦將給
出口導向的韓國經濟帶來不確定性。
日本研究機構大和總研的分析稱，中美經
貿摩擦將導致日本企業直接損失533億日圓
（約5億美元）。但如果貿易摩擦加劇並造成
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對日本企業的衝擊將更
大。該機構說，很多日本企業從中國採購零件
出口美國，或者通過收購美國公司對中國出口
產品，這些日本企業都將是貿易戰受害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美國
政府有關對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
加徵25%關稅的措施於6日正式生效。
作為反擊，中國也於同日對同等規模
的美國產品加徵25%的進口關稅。針
對美方主動挑起貿易爭端的做法，德
國經濟界人士警告稱，美方無視世貿
組織（WTO）規則挑起爭端將帶來災
難性的結構性後果，甚至最終摧毀以
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
德國工商大會（DIHK）總幹事長萬

斯萊本（Martin Wansleben）當天在德
媒訪談中分析，美國此次採取的行動
不是基於經濟上的事實基礎，而是出

於意識形態、政治和選舉考量。他表
示，已經有許多美國企業強烈反對美
國政府的關稅政策。
萬斯萊本形容美方做法猶如在一場

足球賽中「用手帶球，一頭闖進球
門」，理由卻是「依據橄欖球規
則」。他表示，即便世貿組織作為裁
判進行干預，美國人仍我行我素。

「中美爭端升級，德企無法倖免」
「沒有人能從一場貿易戰中獲益。」

德國電視一台援引中國歐盟商會副主席
代開樂（Carlo D'Andrea）的觀點指
出，保護主義在當今世界是行不通的，

歷史業已表明其將導致何種後果。
德國工商大會（DIHK）負責外貿事

務的副總幹事福爾克爾·特賴爾（Volk-
er Treier）當天發表聲明稱，如果中美
貿易爭端升級，則德國企業也無法倖
免於外，這是因為德企在中美兩國的
分支企業有着與日俱增的供應鏈關
係，這些德企如今將面臨關稅負擔加
劇的後果。
福爾克爾·特賴爾認為，德國和中國
應該在即將舉行的政府首腦會談期間
共同發聲、共同作為，明確地維護國
際貿易秩序和規則以及現存的多邊貿
易投資遊戲規則。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為一己之私，違反世貿
規則，發動迄今為止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
戰。新華社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美國這種貿
易霸凌主義，嚴重危害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安
全，將引發全球市場動盪，還將波及全球更多
企業和普通消費者。對這種保護主義、單邊主
義的倒行逆施行為，中國堅決反對，將與世界
各國一道，共同維護自由貿易和多邊體制。

美損貿易秩序 維護霸主地位
文章指出，美國為維護其絕對霸主地位，不

惜破壞世界貿易秩序，肆意揮舞關稅大棒，予
取予求、唯我獨尊，其強權霸道的嘴臉暴露無
遺。
文章分析說，貿易霸凌主義如同野蠻而失控

的犀牛，粗暴踐踏多邊貿易體制，損害各國企
業和人民的利益，早已失去道義、不得人心。
在美國國內，「向全世界開火，也向自己開
火」的貿易戰，損人不利己，從普通民眾到企
業，反對者越來越多。美方公佈的對340億美
元中國產品徵稅清單中，有59%涉及在華外資
企業，其中美國企業佔有相當比例。在世界範
圍內，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土耳其
等紛紛向貿易霸凌主義說不，採取反擊措施。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反擊貿易霸凌主義，

本質上是一場多邊對單邊、規則對強權、自由
貿易對保護主義的全球性較量。時和勢在我們
這邊，人心和民意也在我們這邊，在這場事關
世界經濟發展乃至人類前途命運的較量中，貿
易霸凌主義必定失敗，我們必定會贏得勝利。
文章強調，打贏貿易戰，中國有信心，更有

底氣。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繼續保持穩中有
進、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今年一季度，中國
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8%，連續11個季度
保持在6.5%至6.9%的區間；今年1至5月份，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9.5%，全國新
登記企業265萬戶，同比增長12.3%，全國規
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6.5%。中國經
濟韌性強、潛力大、後勁足的基本面，意味着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具有強大的抗
擊打和抗風險能力，為應對經貿摩擦提供了較
大迴旋餘地和廣闊空間。

德經濟界人士：美終毀多邊貿易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廣電總台發
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美國7月6日
開始對34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
徵25%關稅，挑起人類經濟史上規
模最大的貿易戰，激起全球公憤。
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中心主任

胡里奧．里奧斯受訪時表示，美
國挑起貿易戰的最終目的是將本
國利益最大化，維護自己的世界
霸權地位，以應對中國的崛起。
或許幾周之後，產生的影響會擴
散到萬億美元這一量級，並會造
成全球貿易額6%、美國對外貿易
額25%的損失，影響國際經濟和
經貿關係，影響各國經濟發展，
甚至造成一連串的連鎖反應：這
就是其他國家為維護自身利益可
能也會跟進，拿起關稅作為保護
自己的武器。他強調，這一場貿
易戰的全球影響堪比2008年由美
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
機，全球都在焦慮。

比利時眾議院議長西格弗里特·布
拉克受訪時說，特朗普政府挑起貿
易戰的原因是為了兌現選舉承諾，
但一個經濟體向另一方加徵額外關
稅的做法是違背自由貿易規則的，
從中長期來看，特朗普一直堅持的
「美國第一」政策不會取得成功。
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天的美國，

無論其美元強勢，還是高科技產業

鏈，背後是有中國這個超級消費市
場和勞動力大國在支撐，才成就了
它「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如果
它想無休止地把貿易戰打下去，就
會把自己的財路斷了、財源打沒
了，不慘遭失敗才怪。同樣，其貿
易政策激起了全球範圍的怒火，
「美國第一」最終將使美國被全世
界所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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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廣電：「美國第一」不會成功

紅酒商棄美國選澳洲

■■丹尼斯丹尼斯··斯萊特說斯萊特說，，美國加徵關稅的進口產美國加徵關稅的進口產
品涉及關鍵零部件品涉及關鍵零部件，，這會推高美國製造業成這會推高美國製造業成
本本。。圖為美國福特汽車工廠圖為美國福特汽車工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馬修·謝伊說，加稅不能保護美國就業，反而會推
高一系列產品價格。圖為美國一間製衣廠。資料圖片

■分析人士指
出，因有中國這
個超級消費市場
和勞動力大國在
支撐，才成就了
美「世界第一」
的霸主地位。圖
為中遠貨輪在美
國港口卸貨。

資料圖片

「我肯定放
棄 美 國 葡 萄
酒，因為提高

關稅，綜合稅率要到68%了。」山
東濟南的陳斌（化名）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隨着中美貿易戰開打，
美國葡萄酒被額外加徵15%的關
稅，綜合稅率也從48.2%提升到
67.7%。
陳斌對美國葡萄酒一直「情有獨

鍾」，一是自己品嚐，二是打理生
意上的客戶。

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陳斌去到
了經常買酒的酒莊。酒莊老闆告訴
他，他們頗費心思選了一個貨櫃的
美國葡萄酒，約合人民幣150萬元
左右。雙方合同都簽了，馬上要打
頭款了卻遭遇貿易戰關稅提高，酒
莊最後選擇了直接退貨。

酒莊老闆已經着手選擇一些澳洲
和智利葡萄酒。因為中國和澳洲簽
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後，關稅逐年
下降，瓶裝葡萄酒的關稅由5.6%
降低到2.8%。而智利則一直是零

關稅。
「目前看來肯定要換酒，當然美

國葡萄酒也並不是不可或缺的。」
陳斌說，美國葡萄酒僅佔整個市場
份額的15%左右，對中國的消費者
影響並不是特別大。
陳斌還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南

澳洲與山東是友好省州關係，就在
上個月，澳洲葡萄酒中國區路演就
在濟南舉行，帶來70多家參展商
和150多個葡萄酒品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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