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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當地

時間24日就根據「301調查」結果擬對160億美元進口自中

國的商品加徵關稅舉行公開聽證會，來自化工、電子、太陽

能等業界的美國企業和行業協會代表現場發言，多數反對政

府對華加徵關稅。

美業者聽證會批對華加稅美業者聽證會批對華加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特朗普政
府當地時間24日宣佈一項總額最高達120
億美元的農業補貼計劃，以援助在美國挑
起的貿易爭端中受損的美國農場主。但該
計劃遭到許多國會議員、農業協會代表和
農場主們的反對，他們紛紛表示「要市場
不要補貼」，敦促特朗普政府盡快結束與
其他經濟體的貿易爭端。
美國農業部當天介紹說，上述農業補貼

將針對大豆、高粱、玉米、小麥、豬肉、
乳製品等遭受其他經濟體對美國加徵關稅
採取反制措施影響的農產品。據悉，具體
政策細節將在9月份美國勞動節前公佈。
美國農業部長桑尼．珀杜表示，該補貼

計劃是一項「短期措施」，旨在為特朗普
政府與其他經濟體協商長期貿易協議爭取
時間。但對於向來反對大規模政府補貼的
國會共和黨議員來說，這項農業補貼計劃
顯然難以接受。
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本．薩斯

說，當前的貿易戰重創了美國農場主，而
白宮計劃就是花120億美元買一副「金柺

杖」。他指出，美國農場主不希望一邊被
補貼，一邊受損失，而是希望全世界都能
用到他們的產品。「特朗普政府的關稅和
救助計劃不會讓美國變得更偉大，而是讓
美國重返1929年（美國大蕭條時代的開
端）。」
肯塔基州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在社

交媒體上說，加徵關稅是對美國消費者和
製造商的懲罰性稅收，如果關稅讓美國農
場主遭殃，那麼補貼絕不是辦法，真正的
辦法是取消加徵的關稅。
美國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保羅．瑞安
也表示，國會議員們正試圖勸說特朗普不
要繼續推進關稅計劃。

「最好方式就是結束貿戰」
「我的想法跟農場主一樣。他們想要貿

易，不要援助，就這麼簡單！」威斯康辛州
共和黨參議員羅恩．約翰遜說道。該州民主
黨眾議員羅恩．金德也說，特朗普政府的這
項暫時農業補貼計劃隨時會被取消，農場主
只想要「市場和競爭的機會」。

美國艾奧
瓦州州長金．雷諾茲說，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農業補貼計劃並非
長期解決方案。他呼籲特朗普政府繼續拓展
海外市場。「當艾奧瓦州的農場主能夠不受
限制進入市場時，他們總會成為贏家。」
美國農場主支持自由貿易組織執行主任

布萊恩．屈爾則表示，農場主需要合同而
非補貼，有了合同，他們就能安心制定未
來計劃。他指出，「緩解貿易戰影響的最
好方式就是結束貿易戰」，特朗普政府的
補貼計劃只是為掩蓋關稅造成長期傷害的
短期手段。
美國農會聯合會會長齊皮．杜瓦爾也表

示將繼續敦促特朗普政府「快速結束貿易
戰」。
受訪的美國農場主們，對於特朗普政府

的農業補貼計劃也毫無興趣。威斯康辛州
伍德縣皮茨維爾鎮農場主布拉德．克雷默
說，大部分美國農場主都注重長遠規劃，
希望有更強勁的農業安全網、更好的貿易
政策和更好的農業法案，而非得到一些短
期現金補償。
威斯康辛州沃帕卡縣的農場主唐．盧茨

也說：「我們要市場，不要政府補貼。」
近幾個月來，特朗普政府相繼宣佈對進
口鋼鋁產品和價值數百億美元的從中國進
口商品加徵關稅，遭到國內外廣泛反對。
面對美國的單邊貿易保護主義舉措，歐
盟、加拿大、墨西哥、中國等經濟體均已
宣佈相應的反制措施。美國農業部預計這
些反制措施給美國農產品造成約110億美
元損失。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
地時間24日表示，將提供一筆最高
達120億美元的農業補貼，幫助美國
農戶度過美國與中國、歐盟和其他國
家不斷加劇的貿易戰。在此之前，美
國向多個貿易夥伴挑起貿易戰的理由
之一，就是他們的輸美產品都有所謂
政府補貼。對此，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發表評論指，白宮此舉是自己在打自
己的臉，特朗普此舉，用事實再次證
明經濟學家們一直以來對白宮的警
告，那就是「貿易戰只有雙輸，沒有
贏家。」
評論認為，白宮拿納稅人的巨額資
金作農業補貼，是它向全球貿易夥伴
的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最終招致多
方報復的必然結果。其中，美國農業
經濟帶就是各國報復措施的重點靶子
之一。那些美國農民恰恰是特朗普發
動貿易戰的犧牲品，他們正在吞下白
宮毫無理性和蠻橫的關稅政策的後
果。
評論分析指，作為世界上最大農
產品出口國，2017年美國農產品出
口額創下歷史新高，貿易順差達到
213億美元。可自貿易戰以來，包括
歐盟、加拿大、墨西哥、中國在內
的貿易夥伴，被迫對源自美國的農
產品加徵報復性關稅。美國農業部
預計，這些反制措施將給美國農產
品造成大約110億美元損失。美國
一直指責他國補貼政策，說這種做

法違背了世貿組織的規定。如今，
白宮卻拿起納稅人的錢幹起了自己
眼裡一直違法的事。然而，白宮這
張支票，真能解決它的問題嗎？正
如密蘇里州農業局局長布雷克．霍
斯特所說，除非白宮的政策改變，
否則美國農業所承受的壓力將會持
續下去。短期或者臨時性的補救措
施解決不了實質問題。美國農場主
支持自由貿易組織（Farmers for
Free Trade）執行主任布萊恩．屈爾
認為，美國農場主需要合同而非補
貼，有了合同，他們就能安心制定
未來計劃。
評論還稱，此前， 特朗普認為，

貿易戰會有利於美方，貿易戰好打又
易贏。今天的結果顯示，事情沒他想
像的那麼簡單。 這是因為，美國政
府對農業領域的補貼勢必會帶出一連
串的相關問題。阿拉斯加州參議員麗
莎．茉考斯基就在質問：製造業領域
怎麼辦？能源領域？油氣產業呢？補
貼與否的標準是什麼？
評論最後表示，美國通過向農民

發放補貼來延續關稅大戰，一方面
反映出其在國際貿易中的雙重標
準、「兩面派」做法，彰顯了美國
的虛偽和霸道，另一方面也反映出
美國這種堂吉訶德式的做法不僅給
別國製造大量不確定，危害全球多
邊貿易體系，也給自己的國家帶來
嚴重混亂。

美國總統特朗普
當地時間24日宣佈
將提供高達120億
美元農業補貼計

劃，以援助在美國挑起的與中國、歐盟
以及其他國家的貿易戰中蒙受損失的美
國農戶。不過，這個救濟方案遭到了許
多國會議員、農業協會代表和農戶們的
反對。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余淼

傑向香港文匯報指出，11月美國中期選
舉在即，特朗普此時祭出農業補貼計劃
主要是為了拉攏選民，安撫其重要「票

倉」。不過，特朗普的救濟政策並沒有
得到美國農業協會代表和農民們的認
可。緩解貿易戰影響的最好方式就是結
束貿易戰，特朗普政府的補貼計劃只是
為掩蓋關稅造成長期傷害的短期手段。
余淼傑表示，美國此前從未因報復性

關稅對農業實施過如此大規模的直接補
貼。這種補貼將直接擾亂全球農產品市
場的秩序，是自由貿易政策的大倒退。
對於中國的應對措施，他認為，可以考
慮採取一些非關稅壁壘的形式，限制美
國農產品進入中國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美農：要市場不要補貼

去年8月，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
澤宣佈正式對中國發起「301

調查」。今年3月，美國總統特朗普
宣佈根據「301調查」結果對進口自
中國的商品加徵關稅，其中第一批
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清單已於
7月6日正式生效。美國貿易代表辦
公室24日舉行的聽證會是針對第二
批價值160億美元的擬徵稅中國商品
清單進行。

百年家族企業 面臨關門威脅
當天到現場發言的多是美國中小
企業的代表。布林利-哈迪公司的首
席執行官簡．哈迪說，由於最近政
府加徵進口鋼鋁產品關稅和7月6日
生效的對華關稅，這個傳承了五代
人、擁有179年歷史的家族企業正面
臨關門威脅，新的關稅會使情況雪
上加霜。
另一家也有120年歷史的美國割草

機公司主席邁克爾．克西表示，該
公司產品主要是家用，加徵關稅將
嚴重影響美國個人消費者。尤其是
相對較輕的電池和有繩割草機在婦
女和老年人中廣受歡迎，這些人更
易受影響。克西說，加徵關稅將會
迫使公司尋找中國以外的供應商，
但這非常困難，至少一年內很難找
到，將嚴重影響公司生產。
美國信息技術產業委員會高級副
總裁喬希．卡爾默在證詞中指出，
對華加徵關稅可能導致的全球供應
鏈中斷將嚴重傷害美國小企業，因
為改變供應商對小企業來說尤其困
難且成本高昂。消費者科技協會的
塞奇．錢德勒在問詢環節對提問官
員直言，改變供應商來源實際是政
府在破壞企業自主經營的能力，更
會導致高薪就業崗位在美國流失。
和卡爾默、錢德勒一樣，多家行
業協會的代表在現場反對政府對華
加徵關稅。北美食品設備製造商協
會副主席查理．紹赫拉達稱，該行
業的相關企業此前已經遭受340億美

元中國商品清單的影響，如若再受
新關稅直接衝擊，將進一步影響企
業生產流程，增加生產成本和消費
者負擔。

敦促轉變政策 保護美國就業
太陽能產業協會的顧問迪恩．平

克特則表示，中國輸美光伏產品此
前已經因為「雙反」關稅和「201條
款」關稅而遭受與其他國家和地區
相比最高的稅率，目前中國輸美相
關產品已經大幅減少，份額僅為
1%，政府沒有理由再對其加徵25%
關稅。
在現場作證的企業中，羅技、環

球電子、班納工程、福迪威公司等
在中國都設有工廠，他們的代表皆
稱自己公司在中國並沒有強制轉移
知識產權的問題。羅技公司顧問馬
克．坎齊在證詞中說，該公司並沒
有許可或被要求許可將任何技術轉
移給中國實體，也沒有被強迫將知
識產權或技術轉移給中國公司等。
羅技確實被要求獲得在中國運營的
許可，但其重點是公司的經營範
圍、法人代表和註冊資本。羅技在
中國也並沒有遭到「301調查」報告
所述的相關行政許可或許可要求等
約束。
環球電子的高級副總裁理查德．

費爾哈默稱，美國公司有能力同任
何人在公平環境下競爭，但加徵關
稅反而會使像環球電子這樣的諸多
美國公司在全球競爭中處於困難境
地。他敦促美國政府不要加徵關
稅，而是與企業合作以確定保護美
國就業和美國公司在全球市場競爭
的貿易政策。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舉行的這次

公開聽證會將持續一天半時間。在
24日全天 8個小組的 61位發言人
中，只有6人贊同美國政府對華加徵
關稅。在聯邦紀事網上已經公佈的
512條公眾評論中，大多數反對美國
政府此舉。

央廣電：白宮急着送支票
是誰高喊反補貼？

■■多數美國企業和行業協會代表多數美國企業和行業協會代表，，反對對華加徵反對對華加徵
關稅關稅。。圖為美國通用車廠圖為美國通用車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中期選舉在即
祭出「農補」拉攏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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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歐布思費爾（Maury
Obstfeld）昨天表示，「沒有證據」顯示中國當
局干預人民幣匯率。
在此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指控中國和歐聯干

預他們的貨幣匯率，使他們的出口更具競爭力。
歐布思費爾指出，即使近來有一些匯率波動，

「沒有證據顯示有操縱動作」。
歐布思費爾還表示，美國財政部最近檢視匯率

操縱的報告，「得出相同結論」。他指出，中國
經濟的其他因素正對人民幣造成壓力，包括較低
增長、較低利率和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威脅」。

IMF官員：
無證據顯示中國干預匯率

■■美國農場主希望有更好的貿易政策美國農場主希望有更好的貿易政策，，而非得到一些短期現金補償而非得到一些短期現金補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