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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昨日發表題為《「反
契約陷阱」給世界經濟帶來失序風險》的評論員文
章。文章指出，儘管歷史上美國也會不時將自己當成
國際社會特殊一員破壞規矩，但令世人瞠目的是，這
屆美國政府高舉「美國優先」大旗，將其長期視為社
會核心價值的契約精神棄若敝屣，毫無顧忌地滑向
「反契約陷阱」。中美經貿往來完全是基於市場原
則，中美企業間技術交流合作完全是基於商業契約，
白宮卻無端對中國實施301調查並加徵關稅。這種行
為既不遵守作為國際規則締約方的履約義務，也不尊
重作為經貿合作主體的企業的契約成果，不守商業信
用，擾亂了全球分工與合作，破壞了市場經濟重信守
諾的根基。
文章分析說，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基

石，是促進市場作用有效發揮的重要前提。通過行政
權力干預企業合法、自主經營權，會擾亂市場秩序、
扭曲資源配置。最近一年多時間裡，美國大搞投資限
制，先後否決多宗外資併購交易。美國政府甚至開始
直接干預和影響美國企業和外國企業具體投資經營活
動，侵犯企業自主選擇的權利。自由平等、開放包容
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傳統理念，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原

則。這屆美國政府不斷損害傳統政治經濟等核心價值
理念，使得單邊貿易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民粹主義
思潮沉渣泛起。對經貿領域存在的問題，美國不從自
身找原因，把責任一股腦推給別人；明明是自己不守
規矩，卻總是繞開國際組織私自宣判別人違規；不僅
不承擔作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的責任，還將其國內法
置於國際法之上，將國內矛盾向外轉移，引發全球性
爭端和經濟失序風險。美國政府一方面無視美國企業
在華經營中獲取了大量利潤，另一方面又擔心美企投
資中國被要求「強制性技術轉讓」會影響其技術領先
優勢；一方面希望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為其創造新的
「飯碗」，另一方面又擔心「政府干預下獲取先進技
術和知識產權」的行為，給中美企業間技術合作設置
重重障礙。
文章最後指出，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基

礎。經濟全球化之所以能夠造福各國人民，一個重要
原因就是經過長久努力和不斷磨合構建起包括國際經
貿規則在內的一整套制度架構。對於世界經濟這樣一
個龐大的體系，秩序更是如同陽光和空氣之於生命一
樣，須臾不可或缺。以契約精神遵守維護國際規則，
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和義務。

人民日報：「反契約陷阱」給世界經濟帶來失序風險

華中小企有信心應對貿戰
尋找新進出口源 拓展多元化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

道，美國對中國發起經濟史

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眾多

與美國有業務往來的內地中

小企業經營受到一定的影

響。多家中小企業表示，將

努力開拓多元化市場，有信

心積極應對挑戰。

「從目前來看，進口和出口都
受到一定的影響。」北京

中訊四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啟明說，「出口的產品，如果想
擁有和之前同樣的市場份額，就需
要降低價格，這樣的話利潤就無法
保證。如果保證利潤的話，價格上
就會失去一定的競爭力。」
受美國加徵關稅影響，目前不少

內地外貿型企業都需要考慮如何處
理好這個問題。山東博科控股集團
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該企業主
要進口美國的醫療設備材料。不過
該公司董事長甘宜梧對這問題持樂
觀態度。
「中國企業在貿易摩擦中還是有

利的。因為中國產品要比同類型的
美國產品價格低很多。即使在一定
範圍內提高價格，也還有一定競爭
力。」甘宜梧說。
美國地方政府和知名企業也在用

實際行動反對貿易戰。10日，特斯
拉（Tesla）與上海簽署純電動車項
目投資協議，正式把首個海外工廠
落戶中國，計劃年產50萬輛，最快
在明年春節後開工。11日，美國芝
加哥市大型經貿代表團，在北京與
中方簽署合作計劃，決定在醫療健
康產業、先進製造業、創新技術、
金融服務、農業與食品、基礎設施

等重點領域進行合作。
「現在即使發生了貿易摩擦，美

國企業還是願意跟我們合作，所以
沒有太大影響。」湖南三泰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向勇表示，
「因為我們成本低，有核心競爭
力，技術協同性和產品質量都比較
強。」

美原料漲價 轉購歐韓貨
面對美國的貿易霸凌行徑，中國

的中小企業不僅繼續和美國企業做
生意，也正在主動出招，尋找新的
進出口源，施行市場多元化戰略，
努力擴展國內市場。
「目前是全球化的時代，美國原

材料價格上漲，就去其他國家進
口。」甘宜梧表示，現在從美國進
口的原材料價格確實因為關稅上調
不少，如果不想以高額的價格買
進，還可以去歐洲、韓國買。

湖北時瑞達重型工程機械有限公
司董事長陳英傑也告訴記者，現在
進口發動機價格上漲，準備用國內
的發動機來代替，質量上沒有多少
差距，只是配套上有點問題。

東盟進出口增長勝歐美
「出口上，美國本就不是主要市

場，下一步會繼續市場多元化戰
略。」陳英傑稱，他的企業正努力
在東南亞等地區增加市場份額。
海關總署公佈最新數據顯示，上

半年，我國對歐盟、美國和東盟進
出口分別增長5.3%、5.2%和11%，
三者合計佔我國進出口總值的
41%。同期，我國對中東歐16國進
出口增長14.7%，高出全國整體增
速6.8個百分點。
此外，中國貿易順差已連續8個

季度同比收窄。上半年，進口增速
比出口增速快6.6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劉蕊 河南報道）美國貿易代
表辦公室7月10日宣佈，將對總額達2,000億美元的6,031項中
國產品加徵10%關稅。由於新清單涵蓋地毯及紡織材料的其他
鋪地製品、針織物及鈎編織物等，有「中國地毯之鄉」之稱的
河南省南陽市鎮平縣亦成為「受害者」。該縣地毯企業代表表
示，由於手工地毯市場在逐年萎縮，處境原本就比較艱難，此
次中美貿易戰對企業更是一次嚴重的「考驗」。不過，企業代
表表示將會將出口重心轉移到中東，在其他市場上尋求突破
口。
鎮平縣是亞洲最大的地毯基地。這裡的地毯、掛毯暢銷全球

3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鼎盛時期，圍繞華新地毯集團開展的
「公司+農戶」模式，全縣十餘個鄉鎮，「鎮鎮有工廠，村村
有作坊」，全縣人都在織地毯，由華新集團統一回收銷售。
然而，鎮平華新地毯集團營銷總監周舒說，美國市場雖只佔

公司出口的10%，但在如今這種窘迫的環境下，失去這10%的
份額或會大傷元氣。另外他更擔心，中美貿易戰若進一步升
級，會影響整個進出口市場。
在周舒等人帶領下，香港文匯報記者在華新集團的展廳裡看

到了榮獲健力士世界紀錄的地毯，周舒說：「這張一平方英尺
的地毯，縱橫各1,200根絲，此記錄不僅機器達不到，手工也
難以複製。」周舒說，由於公司是純手工地毯，目前主要定位
於高端市場和私人訂製。他表示，「中東以及國內的西北、藏
族地區，對地毯的需求量巨大。」故公司會將重心進一步轉移
到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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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世
界貿易組織（WTO）對中國第七次
貿易政策審議當地時間13日在日內
瓦結束。
率團參加本次審議的中國商務部
副部長、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
在審議結束後對記者表示，在這次審
議中，世貿組織成員對中國這兩年的
經濟發展和貿易政策方向給予了充分
肯定，認為中國認真履行成員義務，
為其他成員帶來了機會和好處，中國
的改革開放沒有止步。同時，他們高
度讚賞中國對多邊貿易體制的貢獻，

由衷感謝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
達國家給予的幫助。
他說，此次審議中也有部分成員

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提出了一些關注
和建議。對此，中國代表團努力增
信釋疑、澄清誤解，希望可以幫助
成員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政策和做
法。同時，對個別成員的不實指
責，中國代表團也給予了有力回
應。

肯定中國投資便利化舉措
本次審議會議主席、貝寧常駐世

貿組織大使埃盧瓦．勞魯在審議結
束後的總結發言中表示，在審議中
世貿組織成員強調了近年來中國對
全球增長的貢獻，「普遍對中國在
世貿組織中的積極作用表示讚
賞」，並對中國最近發佈的旨在促
進改革、擴大市場准入和投資機
會，以及旨在促貿易和投資便利化
的舉措予以肯定。
中國商務部世貿司司長洪曉東在

審議結束後對記者表示，在此次審
議中，中國代表團團長王受文在會
上提出捍衛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和

核心價值，反對貿易霸凌主義、保
護主義和單邊主義，「這個聲音在
會上得到很多成員的認同和支
持」。他說，很多成員認為如果有
爭端，應該首先尋求通過世貿組織
機制而不是採取單邊措施來解決。
貿易政策審議是與談判、爭端解

決並列的世貿組織三大功能之一，
旨在促使成員之間相互就貿易政策
提出問題、表達關注，是成員相互
了解經貿政策走向和承諾執行情況
的重要透明度機制。根據世貿組織
規則，所有成員均定期接受審議。

WTO充分肯定中國貿易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朱燁 北
京報道）當地時間
13日，美國商務
部解除了美國公司
向中興出售產品的
禁令，去除了中興
重建業務的最後障
礙。中興通訊昨晨
在官方微博和微信
同時發佈聲明：
「滿懷信心再出發！」以此宣告公司正式重整旗鼓。
同時，中興啟動了之前早已預備的T0業務重建計劃，開始全面恢

復全球業務。據悉，從前晚開始，員工就陸續來到工作崗位上。據中
興內部員工稱，中興公司內部多處熒屏上當即打上「解禁！」字樣。
昨晨宣佈再出發的中興，全球業務一經恢復便獲得了首個來自中興墨
西哥的終端業務線訂單。
據路透社報道，「美國商務部周五解除了對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出

售商品的禁令，允許中國第二大電信設備製造商恢復營業。美國商務
部曾表示，作為上個月達成的和解協議的一部分，在中興通訊支付10
億美元的罰款，並將4億美元存入美國銀行的託管賬戶後，將取消該
禁令。截至周五，該公司已不再是商務部的『被拒絕人員名單』。」
目前，外界最為關注的是，中興解禁後是否能快速恢復業務，是否
能在5G到來之時搶佔技術、產品或市場上的優勢。

中興獲撤禁令
恢復全球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昨
日播發題為《「最高級別的特殊關
係」算是哪門子關係？》的評論文
章，對於挑起對華貿易戰的特朗普訪
英之行，進行了「銳評」。文章說，
高舉「美國第一」大旗的特朗普總統
近日的歐洲之旅被西方媒體稱作是一
連串的「外交災難」。英國當地時間
13日，在與英國首相文翠珊的聯合新
聞發佈會上，到訪的特朗普堅稱，美
英關係達到了「最高級別的特殊關
係」。可惜西方媒體對特朗普的評價
並不買賬，由於白宮新主人的種種言
行，這一「特殊關係」正變成了「另
類的特殊」。
文章指出，眾所周知，特朗普入主

白宮僅7天就會見了到訪的英國首相
文翠珊，並接受了文翠珊首相代表英
國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發出的訪問邀
請。可是，特朗普還沒來得及籌劃訪
英的細節就遭到了英國民眾的大規模

抵制，不得不兩次推遲了原定的訪問
日程。這次，為避開抗議的人潮，講
究禮儀的東道主精心策劃，安排特朗
普去女王避暑的溫莎堡同女王喝茶、
到位於契克斯的首相別墅做客。這一
切安排，被外界戲稱是「英國鄉村
遊」，而且最初說好的國事訪問也早
已降格成為工作訪問。
文章說，訪英之前，特朗普接受英
國八卦小報《太陽報》記者採訪，毫
不掩飾對英國首相文翠珊的批評，甚
至還說，剛辭職的英國外交大臣約翰
遜或許可以當好首相！特朗普的着
裝、禮儀也遭到了英國媒體和民眾的
批評。據說，在跟英女王會面時，特
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妮亞居然遲到，
讓90高齡的女王在將近30度的高溫
下等了10分鐘！有人看到女王不耐煩
地看手錶。更有甚者，特朗普在覲見
英女王時，居然敞着懷穿西裝，裡面
的領帶耷拉到皮帶以下，連普通的着

裝禮儀都不符合啊！而且，他就是這
麼一副自以為是的樣子跟女王一道檢
閱她的御林軍。
文章還指出，更有甚者，白宮官推

在特朗普離開英格蘭前往他位於蘇格蘭
的高爾夫球場休息時，居然宣稱他「離
開了英國」！眾所周知，作為英倫三島
之一的蘇格蘭，近年來一而再、再而三
地要脫離英國鬧獨立。白宮就是這麼背
後插刀、對待美英這一「最高級別的特
殊關係」嗎？！儘管犯下如此低級錯誤
的白宮官推很快撤下了這一條推文。但
是，在「最高級別的特殊關係」上釘過
釘子，即使拔掉釘子，也會留下傷痕。
有人說，特朗普對別人粗魯又自大，尤
其是當他在英國作客時對首相文翠珊和
女王非常不敬，因此被大家羞辱、仇恨
和抗議也是罪有應得。特朗普眼中這
「最高級別的特殊關係」，還真讓西方
媒體特別是英國網民不解風情：如此鬧
心，這到底算哪門子關係啊？

央廣電：「最高級別特殊關係」算哪門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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