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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顛倒黑白 華斥反覆失信
強調談判無門責在美方 對加徵關稅必作反制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 21 世紀
世紀，
，美方不應再沉迷於做 17 世紀
的堂吉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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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始終抱着最大的誠意和合作共贏的態度推動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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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昨日回應稱，這不符合事實。自今年 2 月份以來，中美之間已經先後進行
四輪磋商，中方始終抱着最大的誠意和合作共贏的態度推動解決問題。但美方言而無信和反覆無
常，關上了雙方談判的大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亦強調，美方有關官員居然如此顛倒黑
白、倒打一耙，還是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令人感到震驚。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美方某些
人不應再沉迷於做 17 世紀的堂吉訶德（指沉溺於幻想、脫離現實）。
峰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有
高看到最近美方有不同的官員對外

宣揚，中美談判破裂的責任在中方，
這不符合事實。美方一邊舉着關稅大
棒，在全世界實行貿易霸凌主義，一
邊又不斷標榜自己的委屈和無辜，把
所有的責任扣到對方頭上。

共識，7 月 6 日美方公然挑起貿易戰，
7月11日再度升級。
「我們對此深表遺憾，認為這種單
邊主義和貿易霸凌主義是不可接受
的。從整個過程的實際情況來看，正
是美方言而無信和反覆無常，關上了
雙方談判的大門。」高峰強調。

美自行關上談判大門

美不應沉迷做堂吉訶德

高峰指出，實際上，自今年 2 月份
以來，中美之間已經先後進行四輪磋
商，中方始終抱着最大的誠意和合作
共贏的態度推動解決問題。特別是 5
月 19 日，雙方曾經達成重要共識，並
且發表了聯合聲明。但是 5 月 29 日美
方單方面發表聲明，背棄共識。6月初
雙方曾就能源和農業領域的具體合作
達成共識，6 月 15 日美方又一次背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也對
此回應，美方出爾反爾、言而無信已
是世界公認，但是當着全世界人民的
面，美方有關官員居然如此顛倒黑
白、倒打一耙，還是超出了一般人的
想像，令人感到震驚。「真的假不
了，假的真不了。美方行為只能再次
嚴重損害自身信譽，也完全無益於解
決問題。」

華春瑩同時提醒，美方應該清醒認
識到，這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 21
世紀，這次它面對的是中國。美方某
些人不應再沉迷於做 17 世紀的堂吉訶
德。
對於美國向價值 2,000 億美元的中
國商品徵收額外關稅的行為，高峰再
次強調，中方將不得不、也必然會作
出必要的反制。目前，中方已對此在
世貿組織追加了起訴。「中方這麼
做，是捍衛世貿組織基本原則的必要
之舉。要不要多邊貿易體制，是一個
重大的原則問題。針對有人肆意破壞
自由貿易原則和多邊貿易體制，我們
仍然堅信，全球貿易夥伴共同制定的
規則體系、共同打造的多邊貿易體
制，應該而且必須得到遵守和維
護。」

中歐自貿區
將上議事日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
峰昨日還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透
露，日前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共
同發出了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
易體制的強勁聲音，使全球對多
邊貿易體制多了一份信心，而且
中歐將以實際行動推動自由貿
易，加快投資協定談判，爭取早
日達成一致，並在此基礎上將中
歐自貿區提上議事日程。
高峰說，中歐互為重要合作夥
伴，長期以來中歐經貿關係保持
着健康穩定的發展勢頭，在第二
十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期間，
中歐雙方就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交
換了清單出價，標誌着中歐投資
協定談判進入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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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堅決反對美毫無根據指責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
美國聲稱中國通過民用核合作等途徑獲
得美先進技術一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昨日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方毫無根
據和不負責任的指責。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據
報道，美國國務院負責國際安全與防擴
散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福特近日公開聲
稱，中國有意規避美國出口控制政策，
通過民用核合作等途徑合法或非法獲得
美國先進技術，並通過軍民融合轉用於
軍事目的，以服務於大國競爭。中方對
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說，美方官員對中方的指責完
全是毫無根據和不負責任的，中方對此

堅決反對。

嚴格履行國際防擴散義務
華春瑩強調：第一，中國堅決反對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擴
散，一貫嚴格履行國際防擴散義務和
相關國際承諾，全面完整執行聯合國
安理會相關決議，積極參與國際防擴
散進程。多年來，中國本着高度負責
的態度，逐步建立了完善的防擴散和
出口控制體系，無論在國內管理，還
是出口控制方面，中國政府均採取了
嚴格的管制措施，確保相關法規得到
有效執行，為維護國際防擴散體系，
促進國際和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作出了

積極努力和重要貢獻。
中國也一貫主張，既要杜絕任何國家
以和平利用為藉口從事擴散活動，也要
在確保實現防擴散目標的前提下，保障
各國和平利用兩用物項和技術的合法權
利。

互利共贏基礎上開展合作
第二，促進軍民融合發展是包括美國
在內的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中國的軍
民融合發展戰略旨在有效整合軍地資
源，促進國防與經濟社會的統籌發展，
根本不存在所謂通過軍民融合「竊取」
或「轉用」國外技術的情況。多年來，
中美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開展民用核合

作，這符合雙方行業與國家利益。相關
合作嚴格遵守有關國際義務和雙方相關
協議的規定。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在防擴散出口管
制領域作出的積極努力和重要貢獻是全
世界有目共睹的。美方這種罔顧事實、
捕風捉影、任意捏造的做法無助於雙方
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則基礎上開展
和推進兩國間防擴散出口管制以及正常
的經貿、科技合作，不符合兩國的共同
利益。「我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
正確看待有關問題，多做有利於增進互
信、促進合作的事，而不是無端指責和
猜疑。」

央廣電：日本歐盟抱團 獲對美主動權
香港文匯報訊 7 月 17 日，歐盟和日
本簽署了「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EPA），這是迄今規模最大的自由貿
易協定，預計將於今年內生效。協定一
旦生效，將意味着人口規模達 6 億、
GDP 佔世界總量 30%的全球最大規模
的貿易開放區誕生。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發表特約評論員文
章指出，追求多邊貿易和自由貿易是日
本的既定國策。以貿易立國的日本一直
謀求在多邊貿易中爭取引領性和主動
性，獲得對美關係的主動地位，從而引

領日美關係發展。
文章續指出，特朗普執政以後，大
力推行「美國優先」，反對自由貿
易，大搞單邊主義，排斥多邊協定和
多邊關係。特別是特朗普執政僅數
日，就宣佈退出 TPP，讓日本感到如
五雷轟頂，它和奧巴馬政府一道精心
構築的跨太平洋經濟政治體系瞬間崩
塌。此後，安倍多次勸說特朗普政府
返回 TPP，卻沒有任何效果。在美國
經濟制裁和雙邊貿易談判的壓力下，
日本尋求拓展外部經濟市場空間和外

部經濟關係基礎。
從目前公佈的 EPA 方案來看，由於
很多細節不太明確，日本和歐盟簽署
協定，更大程度上是出於戰略考量。
日本在政治安全和軍事領域高度依賴
美國，如果不是特朗普不顧盟友的利
益，對日本和歐盟等發起貿易制裁，
日本和歐盟也不會「揭竿而起」。從
日本近來密集簽署的經濟合作協定來
看，日本想要擺脫對美國依賴的意圖
已非常明顯，先是在經濟上、進而在
政治、外交領域，謀求在對美關係中

佔據主動，這是一種迂迴的反美戰
略。
文章最後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在共同簽署「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後發表聯合聲明，稱
「這是歷史性的一步。這一協定向全世
界表明了日本與歐盟將毫不動搖地繼續
高舉自由貿易的旗幟，奮力向前推進自
由貿易的政治意圖。」在外界看來，這
些話明顯是說給特朗普聽的。美國大肆
揮舞「貿易霸權」的利刃，必將導致西
方陣營的四分五裂。

美龍蝦商盼中美經貿重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針對美方「中美之間的談判破裂責任在中方」的言論，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大
龍蝦的銷售旺季眼看就要到來。龍蝦大戶
湯姆．亞當斯卻高興不起來：「今年的生
意很可能不好做了。」
亞當斯生活的緬因州位於美國大陸東北
角，南部緊鄰大西洋，以盛產大龍蝦聞
名。隨着中美經貿摩擦逐步升級，亞當斯
這樣的美國龍蝦商或將失去一個迅速增長
的市場。
美國龍蝦在中國一二線城市的餐館和超
市裡已經非常常見。據統計，去年美國向
中國出口的活龍蝦總價值約 1.28 億美元
（約合港幣10.05億元），是2007年的178
倍，佔全美龍蝦出口總額約20%。
亞當斯幾年前就感知到了這個趨勢。從
一開始依靠美國亞裔顧客牽線搭橋，到後
來親自赴中國各地參加貿易展會，他逐步
建立了穩定的行銷和物流體系。他大力擴
展公司規模，因為確信中國市場仍有發展
潛力。
但近來中美經貿摩擦升級打破了他的計
劃。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迫使中國採
取反制措施，美國龍蝦在中國市場的競爭
力因此下降。由於近鄰加拿大同樣盛產龍
蝦，品種、口感並無二致，所以「加拿大
龍蝦在中國將更受歡迎」。緬因州龍蝦商
協會會長安妮．策利基斯無奈地說，「在
這樣一個不利環境下與他們競爭，我們的
挑戰更艱巨了，這真令人沮喪。」亞當斯
對當前局勢也很憂慮，「我真心希望眼下
的緊張局面能盡快緩和。」

籲華府採更合理貿易政策
緬因州官員看不下去了。6 月，由州內
四名參眾議員組成的國會代表團發佈聯合
聲明說，龍蝦業是緬因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支持了數萬就業崗位和全體沿海居民生計，美國與中
國的經貿摩擦將使這一產業「陷入困境」。
「為避免緬因經濟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和傷害，我請
求政府採取一個更合乎邏輯、更有條理的貿易政
策。」眾議院民主黨議員凱莉．平格里在致美國貿易
代表辦公室的信中寫道。
緬因州與中國的經貿往來並不限於龍蝦。近年來，
中國投資喚醒了這裡諸多沉寂的行業。上個月，中國
大型箱板原紙產品生產商玖龍紙業子公司買下了該州
一個造紙廠。緬因州州長保羅．勒帕熱在推特上寫
道，這標誌着「一個強大合作關係的誕生」。
在緬因西南部小城奧本，來自福建的一家企業兩年
前買下了當地的一個高爾夫球場，目前正在修建一座
蘑菇種植和加工工廠。此外，一家由中國公司投資的
醫療中心也正在建設中。
奧本市經濟與社區發展總監邁克爾．錢明斯說，近年
來他多次率貿易代表團前往中國，以上成果都是他們努
力爭取來的。奧本市市長賈森．萊韋斯克也將在9月首次
赴華考察，期待為奧本和緬因州吸引更多中國投資者。

■緬因州以盛產大龍蝦聞名，但隨着中美經貿摩擦逐
步升級，美國龍蝦商或將失去一個迅速增長的市場。
圖為在北京水產巿場售賣的美國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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