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者網昨日引述彭博16日報
道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

澤周一表示，美國已就中國、歐
盟、加拿大、墨西哥和土耳其針
對其鋼鐵鋁關稅而實施的關稅報
復 ， 正 式 向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WTO）提出了申訴。今年早些
時候，特朗普政府以「威脅國家
安全」為由，對進口鋁加徵10%
的關稅，對進口鋼鐵加徵25%的
關稅。隨後，上述五大經濟體對
價值285億美元的美國進口產品
實施了報復性關稅。
萊特希澤指，上述五大經濟體的
「這些關稅違反了世貿組織成員國
在WTO協議下的承諾。」他堅
稱，美國對進口鋼鐵和鋁徵收的關
稅在世貿組織的規則下是可行的，
因為這些關稅是基於國家安全因素
徵收的。萊特希澤說，美國會採取
「一切必要行動」來保護美國利
益。
此前，特朗普政府批評WTO侵
犯了美國的法律主權，並控訴

WTO在制止中國違反全球貿易規
則方面無能。最近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通過發佈多份報告，指責中國
不遵守世貿組織規則，並將此作為
對中國實施單邊貿易措施的重要理
由。

盼美以行動尊重WTO規則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中國過
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動
輒採取單邊措施，違背自由開放、
非歧視、關稅約束、「特殊和差別
待遇」等世貿組織的根基。在大是
大非面前，中國講原則、守信用、
有擔當。這位發言人同時強調，希
望美方用實際行動尊重和遵守
WTO規則，維護以WTO為核心
的多邊貿易體制。
在談及為什麼中方對於美方單

方面加徵關稅要採取反制措施
時，華春瑩稱，美國依據301條
款採取的措施是典型的單邊主義
做法，違反了世貿組織最惠國待

遇原則和關稅約束原則。美方明
知其 301 條款違反世貿組織裁
決，依然蔑視踐踏多邊規則，中
方從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立場出
發，第一時間將美措施訴諸世貿
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按照世貿組
織解決爭端正常程序，對已經裁
定違法的301條款措施，仍需2年
才有結果。面對美方無理訛詐，
中方被迫採取必要回應措施，這
一回應既有充分的事實基礎，也
有堅實的國內法和國際規則依
據。

專家：美對經濟秩序威脅最大
今年6月，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

克曾指出：「基於規則的國際體制
正在受到威脅，令人吃驚的是，造
成威脅的不是別國，而是構建這一
體制的美國。」包括美國彼得森國
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珀森等多
位國際經濟界權威專家也公開表
示，今天的美國政府是對當今世界
經濟秩序的最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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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聽聽在
座的歐方企業家
的意見，你們在

中國投資興業遇到過什麼困難或問
題，請直接說！」前日在與歐盟委員
會主席容克共同出席中歐企業家圓桌
會開幕式時，李克強總理把遞到他面
前的話筒主動「讓」給歐方企業家。

打破議程 盼聽意見
按照會議議程，李克強原本應作10

分鐘的致辭。而在聽到容克主席與歐
盟委員會貿易委員馬爾姆斯特倫先後

表示2017年歐盟對華投資出現下降
後，李克強打破既定議程，表示希望
多聽聽歐方企業家意見。

「你看這算不算打破會議規則？」
李克強側頭問容克。
「這對我們來說絕對是有利的。」

容克回應道。
李克強這番舉動顯然讓與會的20多

位歐方企業家代表有些意外，現場出
現了短暫停頓後，法國空巴中國區總
裁首先發言，表示企業在華發展得到
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
「請直接說問題！」李克強打斷他

的話說。
「那我就提三個問題。」這位企業

負責人說，「第一是由於企業生產進
度和政府批文速度脫節，導致許多可
以交付的飛機卻只能在工廠曬太
陽。」
「你知道這件事嗎？這樣做有沒有

違反合同？」李克強當即扭頭詢問有
關部門負責人，並表示中國將對已經
簽訂的合同按時履約，同時加快行政
許可審批。
「但我們也對你們企業提一條要

求，那就是要絕對保證安全和質
量。」李克強說。
「安全永遠是首要任務。」對方回

答，「但如果政府批准慢了，就很可
能會影響交付時間。」

解決問題 不搞空談
「這事我知道了！」李克強表示，

「我們有問題就解決問題，不搞空
談。」

不久前，李克強剛剛結束對德國訪
問。其間兩國總理不僅共同見證了中
德簽署關於自動駕駛合作的聯合意向

聲明，還共同登乘體驗一輛中德合作
研發的自動駕駛汽車。
寶馬中國區首席執行官因此對李克

強說，寶馬也參與了不少自動駕駛合
作項目，其中就包括參與共同制定產
業標準。
「你是否認為共同制定標準、共同

研發會影響知識產權保護？」李克強
問。
「我們對知識產權保護沒有問題，

我們希望與中國公司更緊密合作。」
這位負責人說。

如遇不公 依法處理
「我特別想聽聽，哪家歐方企業可

以告訴我，你們在中國遇到過被迫轉
讓或被竊取知識產權的經歷。」李克
強緊握右拳說，「也好讓我們下重拳
解決，因為現在不知道該往哪裡
打。」
「哪家企業在中國遇到過不公正待

遇，特別是被嚴重侵犯知識產權，都
可以向我本人和在座的部長們直接反
映，我們一定堅決依法處理。」李克
強說。 ■中國政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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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請歐商直說在華經商難題

■李克強打破既定議程，表示希望多聽聽歐方企業家意見。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美國政府近日宣佈對從多國
進口的商品加徵關稅，特朗普總統更將歐盟列為最大的貿易
「敵人」之一。對於美國當局這種不顧後果的瘋狂行徑，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MF）警告，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戰到
2020年可能會讓全球經濟增速降低0.5個百分點，美國貿易戰
或令全球經濟損失4,300億美元（約合33,749億港元）。
根據這份報告，儘管所有經濟體都會因貿易戰進一步加劇而

付出代價，但美國無疑是「全球報復的焦點」。美國在全球市
場中的出口份額較高，「因此它特別脆弱」。
IMF經濟顧問莫里斯．奧斯特菲爾德就此警告說：「各國必

須抵制閉關自守的思維，牢記在共同利益問題上多邊合作至關
重要。」
IMF認為，較高的貿易壁壘還會阻礙投資，抬高商品價格，

擾亂全球供應鏈，並減緩新技術的傳播，從而降低生產率。

全球經濟下行風險漸增
《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還指出，儘管全球經濟增長勢頭依然
強勁，但各經濟體的增長可能更加不平衡，且面臨的下行風險
正在增加。由於經濟增長疲軟和政治局勢日趨緊張，歐盟、英
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長急劇放緩。英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預計將
放緩至1.4%，整個歐元區的增長率預計是2.2%，日本更只有
1%。
據悉，IMF呼籲新興市場建立更完善的機制來抵禦可能存在

的經濟下行風險。在IMF的經濟學家們看來，通過適當的財
政、貨幣和匯率政策來增強抵禦風險的能力十分必要。其中，
保持匯率靈活性將是緩解不利外部衝擊的首要選擇。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IMF對美國總統出台的關稅政策表

示：「這些可能會破壞復甦，抑制中期增長前景，無論是通過
直接影響資源配置和生產率，還是通過增加不確定性和打擊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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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方打着「美國優先」旗號，以一
己之私，隨意「退群」，四面樹敵，不僅以所謂知
識產權保護為名對中國發起301調查，還濫用國家
安全名義對全球主要經濟體發起232調查，針對鋼
鐵、鋁、汽車等重要產業製造貿易摩擦。目前，已
有多個世貿成員對美國採取反制措施，並將美訴諸
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美國對全世界開火，必
將損害國際合作信心，對各國經濟產生多重衝擊，
影響難以估量。」商務部研究院美洲與大洋洲研究
所所長李偉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說。
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李永認為，

美方發起的這場迄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不是中美
之間的貿易戰，而是一場全球範圍的貿易戰。
歷史一再證明，貿易戰損人害己。20世紀30年
代，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導致國際貿易萎縮66%。經
合組織（OECD）預計，美國率先提高關稅引致他
國反制，最終將導致全球貿易成本上漲10%，全球
貿易量減少6%。
「美方打貿易戰給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帶來巨大

衝擊。」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
宇燕說，當前全球性的產業鏈分工體系和價值鏈已
經構建，世界各國利益深入交融。貿易戰會給全球
範圍的商品成本、價格、流動帶來不可預測的變
數。
世貿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表示，如多邊貿易體制

遭到破壞，全球經濟增長率將下降2.4個百分點，
60%的全球貿易會消失。「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
策正對世界經濟造成嚴重破壞。」李永說，當前，
世界經濟復甦依然脆弱，貿易戰產生的風險嚴重影
響商業信心和投資。
標準普爾公司預測，如美國威脅加徵的關稅全部

實施，全球經濟增速或下滑1個百分點。國際清算
銀行警告，保護主義抬頭已成為全球經濟的關鍵薄
弱環節，可能誘發世界經濟放緩甚至衰退。
美國政府的行為不僅使國際社會感到失望，美國
國內也有強烈的反對聲音。美政府宣佈單邊徵稅措
施後，利益直接相關的美國商會和行業協會紛紛表
態，金融業、農業、製造業都強烈反對，一些對國
際貿易深有研究的專家學者也都發聲指責白宮。
美國商會日前發佈報告稱，美國政府對進口商品

加徵關稅其實是對美國消費者和企業徵稅，讓他們
為日用品和原材料支付更多費用，這將傷害到美國
企業和消費者利益，並威脅美國整體經濟復甦。

IMF警告
貿戰或令全球損失逾3萬億

■■華春瑩表示華春瑩表示，，沒有一個國家支持美方的單邊主義行沒有一個國家支持美方的單邊主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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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行為失道寡助

歐盟委員會

僅予對等還擊
歐盟對美國的報復只是給予了美國
對等的還擊，這樣的做法也是在世
貿組織協議框架內所進行的，但美
國有權對此進行獨立審查，歐盟有
信心應對美國的申訴，並會堅持捍
衛自己的立場。

加拿大

規則允許反制
根據WTO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
規定，加拿大對美國予以關稅報復
是被允許的。「美國對加拿大鋼鐵
和鋁徵收懲罰性關稅的做法是不可
接受、是非法的」，加拿大外交部
長的發言人於周一在郵件中表示。

墨西哥

捍衛國家利益
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徵收鋼鐵
鋁關稅是不合理的，墨西哥關稅報
復正是由此不合理性而起。此外，
墨西哥政府還在聲明中承諾，將繼
續捍衛國家利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美國周一正式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申

訴，指責中國、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和土耳其違反世貿組織成員國在WTO協議下的承

諾，就華府向進口鋼鐵鋁加徵關稅採取報復措施，對總值285億美元的美國進口產品實施

報復性關稅。對此，歐盟委員會、加拿大政府和墨西哥政府紛紛批評美國，加徵鋼鐵鋁關

稅做法不合理，並表示將堅持捍衛自身立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亦指，美方不

僅把美國一個國家的利益凌駕在全球利益之上，而且把美方的國內規則凌駕於全球規則之

上。在WTO，沒有一個國家支持美方的單邊主義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