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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對 2000 億美元華商品徵稅調高至 25
25%
%

中方：已做好充分準備反制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北京報道）
）美國政府在美東時間 1 日表示
日表示，
，總統特朗普提議對 2,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
稅幅度由 10
10%
%提高至 25
25%
%，尋求加大對中國施壓
尋求加大對中國施壓，
，促使中國在貿易問題上作出讓步
促使中國在貿易問題上作出讓步。
。對此
對此，
，中國商務部昨日發表談話指

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稅情況

出，美方玩弄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
美方玩弄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
，這種做法對中方不會有任何作用
這種做法對中方不會有任何作用，
，中方已經做好充分準備
中方已經做好充分準備，
，將不得不作出反制
將不得不作出反制。
。特朗

第一輪關稅措施

普上調關稅稅率的行為已遭到美國企業游說組織的譴責，
普上調關稅稅率的行為已遭到美國企業游說組織的譴責
，他們擔心針鋒相對的關稅措施將開始損及經濟增長
他們擔心針鋒相對的關稅措施將開始損及經濟增長。
。

涉及金額：500 億美元
加徵稅率：25%

實施情況

t

涵蓋產品：1,102 項
第一階段：7月6日實施
包括機械產品、交通工具、電機產品等
818項、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
第二階段：聽證會已於 7 月 24 日舉行，
實施日期另行公佈
包括電子產品、化工產品等 284 項、
價值16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

第二輪關稅措施
■特朗普提議對 2,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幅度由 10
10%
%提高至 25
25%
%，包
括鋼鋁等 6,031
括鋼鋁等6
031項產品
項產品。
。圖為工人在江蘇一鋼廠處理鋼纜
圖為工人在江蘇一鋼廠處理鋼纜。
。
資料圖片

朗普提出將此前擬加徵的
10%關稅稅率提高，因中國
拒絕滿足美國要求，並對美
國商品徵收報復性關稅。
「提高稅率的目的是為政府
提供更多選項，以鼓勵中國
改變有害的政策和做法，採
取促進公平貿易和為所有人
民帶來繁榮的政策。」
與此同時，有特朗普政府
官員透露，特朗普仍對與中
國政府進行溝通持開放態
度，通過非正式對話，兩國
正在討論是否可能進行一場
「富有成果的談判」。

美放風復談玩兩手策略
對此，中國商務部新聞發
言人昨日傍晚回應稱，美方
這兩天有兩個動作，一方面
發表聲明，要把對中國 2,000
億美元輸美產品的徵稅稅率
由 10%提高到 25%；另一方
面四處散風，要和中方恢復
談判。
該發言人強調，美方不僅
不顧全世界的利益，甚至也
不顧美國普通農民、企業家
和消費者的利益，對中方玩
弄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這
種做法對中方不會有任何作
用，也使世界上反對貿易戰
的國家和地區感到失望。對
於美方升級貿易戰的威脅，
中方已經做好充分準備，將
不得不作出反制，以捍衛國
家尊嚴和人民利益，捍衛自
由貿易和多邊體制，捍衛世
界各國共同利益。同時，中

方一貫主張通過對話解決分
歧，但前提是必須平等相待
和信守諾言。
該發言人指出，美方對中
方的種種無端指責，根本目
的是打壓中國的和平發展。
中方一貫認為，壞事可以變
成好事，挑戰可以轉化為機
遇，我們對實現經濟高質量
發展的目標充滿信心。
當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也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
此事指，中方奉勸美方端正
態度，不要試圖搞什麼訛
詐，這對中國不起作用；中
方奉勸美方回歸理性，不要
一味意氣用事，這樣最終會
傷害他們。

遭美企游說組織齊譴責
據了解，特朗普上調對華
加徵關稅稅率的行為，遭到
美國企業游說組織的譴責。
美國商會國際事務負責人 Myron Brilliant 稱，「加碼針對
中國的關稅措施並不是消除
美國企業對中國不良行為擔
憂的正確做法。每次關稅措
施升級都會招來中國進一步
的報復行動——最終導致美
國企業、工人、農戶、牧場
主和消費者受到更大的傷
害。」
此外，針對中國 2,000 億美
元輸美商品加徵關稅清單的
公眾意見徵詢期已被延長。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表示，
由於可能上調關稅，7 月 10 日
公佈的 2,000 億美元商品清單
的公開徵求意見期從 8 月 30
日延長到9月5日。

美禁出口影響不大
華掌核心軍工技術

據路透社報道，美國貿易
代表萊特希澤表示，特

涉及金額：

加徵稅率：由 10% （7 月 10 日 宣 佈 ） 提 高 到

25%（8月1日宣佈）
涵蓋產品：6,031 項

專家：

包括食品、化學製品、鋼鋁產品，
貓狗糧、傢具、木製品、汽車輪
胎、單車等消費品，以及電視機元
件、冰箱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美國商務部日前宣佈，於美東時
間 8 月 1 日起，以國家安全和外交利益為
由，將包括中國航天科工第二院、中國
電科第 13 研究院等 44 家中國研究機構及
企業列入出口管制清單，實施技術封
鎖。針對上述軍工企業被美制裁，鳳凰
衛視評論員、軍事專家宋忠平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美國歷來對中國軍工企業有
着很多限制，中國也根本沒有指望與美
國在敏感技術進行任何深入合作，所以
這一制裁的影響有限。

敏感技術從不指望與美合作
事實上，這一消息並沒有引起內地輿

倡予美國防部和國會更大權
這項議案由美國俄亥俄州共和黨聯邦
參議員羅伯特．波特曼、亞拉巴馬州民
主黨聯邦參議員道格．瓊斯和艾奧瓦州
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喬妮．厄恩斯特共同
提出。

實施日期：公眾諮詢期延長至 9 月 5 日，實
施日期另行公佈

論特別關注，甚至引發不少網民嘲諷，
美國「沃爾夫法案」等多個文件早就把
中國航天等領域封鎖限制住，美國能對
華開放軍工高新技術合作才令人奇怪。
「從中國軍工企業角度，早就在做獨
立自主的科研和元器件開發，根本沒指

該議案將對美國《1962 年貿易擴展
法》第 232 條款進行修改，授權美國國
防部而非商務部發起「232 調查」，並
由國防部決定進口商品是否對國家安全
構成威脅。此外，該議案將允許美國國
會通過一項聯合決議來否決總統基於
「232條款」徵收關稅的決定。

斥華府濫徵關稅傷害消費者
波特曼當天在聲明中表示，美國政府
濫用「232 條款」徵收關稅會傷害美國
製造商和消費者利益。美國知名企業高
管協會「商業圓桌會議」當天也發表聲

明對此表示支持。
此 前 ， 特 朗 普 政 府 曾 根 據 「232 條
款」、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進口鋼鋁產品
加徵關稅，並對進口汽車及零配件啟動
「232 調查」，遭到美國國內及國際社
會的廣泛反對。
今年 6 月，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鮑
勃．科克等多名參議員也曾聯合提出一
項議案，要求美國總統獲得國會批准後
才能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進口產品加徵關
稅。上月，美國參議院還通過一項非約
束性動議，支持國會在涉及國家安全的
關稅決策中發揮更大作用。

望與美國在敏感技術進行任何的深入合
作。」軍事專家宋忠平說，美國商務部
等對中國軍工企業進行技術封鎖的制
裁，一點也不奇怪。這些年，美國一直
在做這方面的努力，只是這次把大規模
的中國軍工企業列入出口管制清單，看
起來與中美貿易戰有一定關聯。

刺激強化自主武器裝備研發
宋忠平表示，中國軍工研製機構和企
業，長期以來都具有很強的風險意識。
在核心技術上，中國從來不指望能購買
相關元器件和部件。通過購買零部件進
行軍事裝備的研發，也無法保障軍事裝
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尤其是斯諾登事
件曝光後，中國軍方及和企業都在不斷
去除對其他國家元器件的依賴，做到未
雨綢繆。
宋忠平認為，雖然此次美國商務部對
軍工企業的制裁影響有限，但對於企業
本身來說，這次制裁有刺激作用，中國
軍工需要繼續強化自主科研，以及自主
武器裝備的研發能力。

■美國將 44 家中國研究機
構及企業列入出口管制清
單，實施技術封鎖。圖為
中國航天科工在一展覽上
展示產品。
網上圖片

美參議員提案 約束總統徵稅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國
會共和、民主兩黨數名參議員美東時間
1 日聯合提出一項議案，將改革美國總
統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進口產品徵收關稅
的決策程序，賦予美國國防部和國會更
大決策權。

2,000 億美元

強硬派主導加稅 特朗普團隊分裂
香港文匯報訊 據《紐約時報》報道，
今次美國加徵關稅行動由特朗普顧問中
的強硬派主導，但這做法令特朗普團隊
內部出現分裂，財長姆努欽堅決反對提
高關稅，貿易顧問納瓦羅則主張加稅。
特朗普本周私下告訴顧問，有意堅持
通過提高關稅來懲罰中國，姆努欽一直
反對，表示願意與中國展開接觸，解決
雙方分歧。然而，人民幣近期大幅貶
值，令中國商品在外國市場變得更便
宜，並提振了出口，這令華府強硬派有
機可乘，推動更高額的懲罰性關稅。
華府強硬派人士認為，過去華府未能
通過外交手段影響中國，美國現在必須
準備採取強硬立場，改變中國的方針，

即使在短期內損害美國企業和消費者也
在所不計。但據熟悉中國經濟決策的人
士稱，中國一直尋求結束貿易戰，但同
時不會對可能限制國家經濟增長的政策
讓步。
雖然關稅旨在打擊中國，但也對依賴
中國工廠產品的美國消費者和企業造成
影響。尤其農民和製造商抱怨在貿易戰
中首當其衝，令出口中國的大豆和其他
農產品受阻，生產機器、服裝和其他產
品的材料亦漲價。美國全國零售商聯合
會主席謝伊說，增加關稅規模只會增加
造成的傷害，「對美國經濟來說，關稅
是不可接受的賭博，賭注持續上升，看
不到盡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