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
網媒「時聞香港」及4個民間團體發起
的「抗議美國粗暴發動貿易戰 – 我們
不願打但也不怕打！」主辦團體昨日
公佈，截至本周一截止日，他們共接
獲80,897個簽名。
美國於美東時間7月6日開始向340
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徵 25%的關
稅，打響中美貿易戰的第一槍。「時

聞香港」發起並聯合「反黑金反港獨
關注組」、「同心護港」、「珍惜群
組」、「匯賢起動」等團體攜手進行
「抗議美國粗暴發動貿易戰 – 我們不
願打但也不怕打！」聯署。
他們在聲明中批評，美國的針對性

徵稅行為是典型的貿易霸凌主義，正
在嚴重危害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安
全，阻礙全球經濟復甦步伐，引發全

球市場動盪，更將波及全球更多無辜
的跨國公司、一般企業和普通消費
者，有損香港企業和市民利益。
為此，他們通過是次聯署聲明，嚴
正抗議美國這種害人害己的貿易霸凌
主義，並強調「我們不願打這場貿易
戰，但面對威脅決不低頭」，支持國
家予以必要的回擊，捍衛國家核心利
益和人民群眾利益，維護自由貿易和

多邊體制，及聲援無辜受到波及的跨
國公司、企業、消費者。
聯署於本周一結束，主辦團體共接

獲117,219個簽名回覆，在剔除36,322
疑似惡意簽名（包括但不限於假名、
冒名等）後，有效的簽名達 80,897
個。其間，網站遭黑客攻擊3場、78
次，最高峰流量達51Gbps。
主辦方再發表聲明指，中美貿易戰

開打至今已接近1個月，對香港的影響
已日漸浮現。特朗普對2,000億美元中
國進口商品加徵的關稅，由之前聲稱
的10%大幅增至25%，更不斷搬龍門
並延伸至貨幣戰，圖令全球經濟陷入
困局。此舉同時打擊香港與內地經
濟，而美國也會自食其果，沒有任何
人得益，是次聯署結果反映香港主流
民意均厭惡美國這種霸凌行為。

美揮貿易大棒 恐傷及東南亞
從產業鏈角度看，

一些東南亞國家發
現，在美國發起貿易

戰的陰雲下，東南亞無法「旁觀」，更
不可能「撿漏」，因為東南亞早已把自
己深度嵌入在全球產業鏈中。
中國是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是

東盟第三大貿易夥伴，各方深度參與複
雜的產業鏈生態，各有分工，各有角
色。以手機為例，美國品牌的手機在中
國組裝，但許多零部件是在東南亞生
產。美國粗暴地用加徵關稅來製造壁
壘，只會一損俱損。

過去15年間，東南亞與美國貿易總量
成倍增長。2013年統計數據顯示，在年
收入超過10億美元的大企業中，有227
家把總部設在東盟國家，其中不乏美國
企業的身影。即便不以東盟為總部所在
地，一些美國企業也在東南亞賺得盆滿
缽滿。例如，東南亞是美國福特、通用
兩大汽車製造商在全球最重要的皮卡車
生產基地。
但這些曾經被東盟和美國津津樂道的

數據，如今都成為被特朗普政府虎視眈

眈的對象。
不久前，特朗普貿易政策團隊中負責

亞洲事務的助理貿易代表傑弗里·格里什
放出狠話：「去年，美國與一些東盟國
家存在大額貿易逆差：越南380億美元，
馬來西亞250億美元，泰國200億美元，
印尼130億美元……美國在市場准入方面
為東盟做了很多，現在我們需要東盟為
我們付出更多。」

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地區首席經濟學
家蘇迪爾·謝蒂警告說，美國發起的貿易
戰將傷及東南亞，因為東南亞是區域供
應鏈中的重要一環。一些東南亞經濟分
析師則認為，特朗普政府的貿易組合拳
有可能會使東南亞中高度依賴出口的泰
國、菲律賓、越南和高度依賴服務和轉
口貿易的新加坡深受衝擊，進而給東盟
一體化發展遠景蒙上陰影。

倡WTO解爭端 斥建關稅壁壘
另一方面，就發展規劃看，東南亞擔

心，美國試圖打破世界貿易組織體系的
規則將危及東南亞各國長期以來謀劃的
產業發展模式。

東盟長期以來走的是集體進退戰略，
因此，各國在長期發展中逐漸調整，形
成了資源、產業、服務、勞動力等各領
域的互補，基本解決了同質化發展的陷
阱。而世貿體系規則，一直是東盟進行
產業結構調整的參考書。

東盟十國中有七國是世貿組織最早
一批成員，柬埔寨、越南和老撾也在
新世紀後逐一完成談判、加入世貿組
織。在世貿規則下，東盟各國在引進
外資、擴大出口、增加內需、解決就
業等方面獲得便利和優勢，找到了深
度融入世界經濟的發展模式和自我定
位。

對於東南亞而言，打破世貿規則，等
同於撕毀東南亞國家這些年來發展對外
貿易的指導手冊。印尼財政部長英卓華
近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打貿易戰
「不符合（中美）雙方利益」。這位世
界銀行前常務副行長兼首席運營官認
為，對貿易中產生的差異性看法應該通
過世界貿易組織來解決，而不是建立關
稅壁壘。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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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聯

合早報》報道，第51屆東盟外長會

議昨日在新加坡開幕。新加坡總理

李顯龍在開幕式上致辭時談到，很

高興看到東盟各國正力爭在今年年

底前結束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談判。他說，RCEP將會

形成一個國內生

產總值（GDP）總

和約佔目前世界

年度GDP三分之

一的貿易集團，

以保護多邊貿易

體系。

新加坡《海峽時報》、泰國《曼谷
郵報》、馬來西亞《星報》、

《菲律賓星報》等東南亞國家主流媒
體近期密集刊發、轉載觀點類文章，
表達對美國挑起貿易戰破壞世界貿易
組織體系的擔憂，研判貿易戰可能對
東盟產生的深遠負面影響。
東盟1992年正式提出建立自由貿易

區，明確了以「推進貿易自由化」為
渠道、以「提高區域合作水平」為方
向、以「經濟一體化建設」為目標的
發展思路。20多年來，東盟整體躍升
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取得這一成果
的原動力，正是來自多邊合作、貿易
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這三駕「理念的
馬車」。而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單邊主
義、貿易壁壘和經濟霸權恰好與這三
大理念背道而馳。一些東盟國家擔
心，這可能會破壞東盟長期以來形成

的合力發展理念，引發東盟內部不團
結、不平衡。
李顯龍表示，開放、包容、以東盟

為中心的地區架構一直支持着本地區
的和平與穩定，東盟各國必須繼續對
這一架構進行強化。
他說，東盟各國必須團結一致，努

力保持凝聚力和效能，使東盟能夠繼
續發揮作用，為各成員國和夥伴提供
價值。他還建議東盟各國在經濟一體
化與充分利用技術加強相互聯繫兩個
方面加強合作。

東盟歐盟航運協議有望達成
李顯龍表示， 一直以來支撐東盟增

長和繁榮的基礎是基於規則的多邊貿
易體系，而這一體系正在承受壓力。
他說，對於東盟來說，重要的是要繼
續支持多邊體系，並且和志同道合的

夥伴一起加強合作。
談到經濟一體化，李顯龍說，很高

興看到東盟各國正力爭在今年年底前
結束RCEP談判。加入RCEP的國家包
括10個東盟成員國。他說，RCEP將
會形成一個國內生產總值（GDP）總
和約佔目前世界年度GDP三分之一的
貿易集團。RCEP與同樣有望達成的東
盟－歐盟全面航空運輸協議，在談成
後將共同釋放東盟承諾貿易自由化與
經濟一體化的明確信號。
新加坡外長維文在儀式上表示，東盟

未來將繼續堅持東盟團結和中心地位等
核心原則，保持開放、包容、基於規則
的地區架構。與此同時，東盟將加大共
同體建設力度，同時加強在智慧城市、
電子商務等新領域的合作。此外，東盟
還將通過完成RCEP談判等舉措證明自
由貿易和經濟一體化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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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籲加強合作撐多邊體系
憂美霸權損經濟一體化 力爭年底前完成RCEP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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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黃懿汶）中美貿易
爭端又再升溫。昨日於本港一個論壇上，「一
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建議，中國加
快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推進，以減少貿易戰
帶來的影響。
方舟昨在前海發展與合作論壇上指出，
中美之間已經不是單純的貿易爭端，實際
上後面是格局的變化，「是一個崛起大國
和一個現成大國的全面較量。」國家已意
識到現在的國際格局，面臨了百年一遇前
所未有的變化，對國家既是很大的機遇，
也帶來很大的挑
戰。在這樣的環
境下，珠三角、
大 灣 區 可 以 做
的，就是打造成
為全球產業鏈最
高端領導者。
「為什麼要用大
灣區這樣的概念來
做中心規劃？就是
希望這個區域能成
為產業鏈的最高端
的領導者。」方舟
認為，這些產業包

括金融、科技、高端製造等，香港在這些領域
都有很出色的表現，但還不是領導者，呼籲下
一步要做的，就是達到全球最高端的地位。

盼港擔當國家使命 提高競爭力
方舟表示，在推進的過程中，國家改革開放
是堅定不移的，但是也看到了這個區域有非常
特殊的因素，至今未能全面開放和流通。要解
決這個問題，可以透過「整體推進，局部突
破」這個辦法。
他解釋，整體推進是人流、物流、資金

流，讓整個大灣
區便利化，從人
員往來到小額支
付上的改變；局
部突破，就是像
前海一樣的試驗
區，在這些特殊
的試驗區，率先
在流動上先行先
試，希望香港可
以擔當國家的使
命 ， 提 高 競 爭
力，擁有全球視
野的目標。

專家：加快灣區發展 減小貿戰影響

■方舟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李顯龍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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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聯合早報
網報道，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昨
日在新加坡出席中國—東盟外長會議時，
回應美國政府考慮將2,000億美元中國貨
的徵稅率提高至兩成半，認為有違全球化
趨勢，王毅指現時是全球化時代，各國的
商品通過價值鏈、產業鏈相互結合，互為
存在，反問美國是否要向本國的公司徵
稅。王毅指，美國想要通過貿易摩擦向中
國施壓，這個手法不會起到任何效應，亦
違反世貿基本原則，是走在歷史前進的錯
誤方向，不單達不到目標，亦會自食其
果，希望美國的貿易政策設計者，冷靜下
來，傾聽各方聲音。
王毅強調，中國願意與任何希望同中方

談判的國家對話，包括美國，但必須在相
互尊重及平等的前提下對話及磋商。

中國東盟達成COC文本草案
王毅並介紹，新加坡外交部長宣佈中國

與東盟國家已就「南海行為準則」（COC）
單一磋商文本草案達成一致。事實將證
明，中國和東盟國家有能力通過磋商達成
共同遵守的地區規則。
王毅指出，這是「南海行為準則」

磋商取得的又一個重大進展。他表
示，只要排除外來干擾，「準則」磋
商就能加速向前推進。事實將證明，
中國和東盟國家有能力維護南海地區
和平穩定。
王毅透露，幾天前，中國已安排最先

進的海洋救助船，並配備專業搜救隊伍
赴南沙值班待命，可在各國船舶需要時
第一時間提供海事救助服務。未來，中
國還將陸續向地區國家提供科研和氣象
等國際公益服務。
另據央視報道，中方去年曾對推進

「南海行為準則」磋商提出「三步走」設想：第
一步，11國外長共同確認「準則」框架，並宣佈
在完成必要準備工作後，於去年年內適時啟動下
一步實質磋商；第二步，在去年8月底落實《南
海各方行為宣言》聯合工作組會上探討「準則」
磋商的思路、原則和推進計劃；第三步，準備工
作基本完成後，在沒有外界重大干擾和南海形勢
基本穩定前提下，由中國和東盟國家領導人於去
年11月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正式宣佈啟動
「準則」下一步案文磋商。「三步走」設想得到
東盟方熱烈響應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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