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晤馬杜羅 中委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邁新台階

美前商務部長：對華徵稅不利美利益

貿戰損人害己 促美平等協商
外交部：討論「誰損一千誰損八百」無意義

國際貿易體系改革 王毅：堅持三個「不能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外交部網站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昨日說，貿易戰解決不了問題，只會損人害己。在平等、誠信基

礎上進行對話和協商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正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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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
主席習近平昨日在人民大會堂同委內
瑞拉總統馬杜羅舉行會談。習近平歡
迎馬杜羅第十次訪華，讚賞馬杜羅高
度重視發展中委關係，堅定支持中委
合作。習近平指出，中方始終從戰略
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和發展中委關
係。當今世界不穩定、不確定性增
多。面對新形勢新挑戰，中委要協力
增進友好互信，創新推進互利合作，
持續促進共同發展，引領中委全面戰
略夥伴關係邁上新台階，更好造福兩
國人民。

中方：續推兩國合作可持續發展
習近平強調，雙方要築牢政治互信，

保持高層交往勢頭，讓中委友好成為兩
國各界政治共識。中方讚賞委方在涉及
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給予中
方理解和支持，將一如既往支持委內瑞
拉政府謀求國家穩定發展的努力，支持
委內瑞拉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
路，願同委方加強治國理政經驗交流。
雙方要優化創新務實合作，以簽署共建
「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為契機，加緊
對接、推進落實雙方業已達成的合作共

識，提升委方自主發展能力，推動兩國
合作可持續發展。雙方要積極促進民心
相通，擴大人文領域交流合作和地方交
往，夯實兩國友好社會根基。雙方要加
強多邊協調配合，繼續在聯合國等國際
和地區組織內加強溝通，共同參與全球
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維護發展中國家
正當權益。
習近平指出，中方一貫在平等互

利、共同發展原則基礎上推進同拉美
國家合作，願促進中拉論壇建設，推
動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持續穩步發
展。

委方：願積極參與「帶路」建設
馬杜羅表示，委中人民長期友好。在

雙方共同努力下，委中關係經受了各種
考驗，日益堅實、富有成果。我這次訪
華，雙方就拓展廣泛領域合作達成共
識，充分體現出兩國合作是全方位的，
完全契合委內瑞拉正在推進的「國家經
濟復甦、穩定和繁榮計劃」。委方感謝
中方長期以來給予的理解和支持，希望
更多借鑒中國改革開放和治國理政成功
經驗，願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探討有效融資方式，加強能源、產能等

領域合作，擴大人文交流，攜手共創兩
國關係更加美好的未來。我高度認同習
近平主席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
念，願同中方一道維護多邊主義。委方
堅定支持中拉論壇發展，願為加強中拉
合作作出積極努力。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了兩國政

府關於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諒
解備忘錄等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會談前，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

廣場為馬杜羅舉行歡迎儀式。彭麗媛、
楊潔篪、陳竺、王毅、何立峰、鄭建邦
等參加。

在昨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據媒體報道，
美方近日表示，中美貿易戰對美方造成的損失比中方

的損失小，中方面臨的壓力比美方大。中國經濟看上去很糟
糕，商業和投資正在「崩潰」。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對此耿爽表示，中方在中美經貿摩擦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
和一貫的。中方一直強調，貿易戰解決不了問題，只會損人
害己。「中國有句話叫『傷敵一千，自損八百』，我覺得討
論誰損失一千、誰損失八百沒有任何意義。」

推高美民眾生活成本
耿爽說，「我想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近日美方就擬對
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關稅舉行的聽證會上，絕大多數與
會代表認為加徵關稅將對美國企業造成傷害，甚至摧毀有關行
業。美國商會在提交的書面意見中表示，加徵關稅將對美消費
者、工人、公司和美國經濟造成顯著傷害。在美貿易代表辦公
室收到的1,400多條意見中，大多數都認為加徵關稅將推高美
國民眾從搖籃到墳墓——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生活成本。」
就在昨天，中國美國商會和上海美國商會發表了一份報告
顯示，近三分之二的在華美企認為美國首輪加徵的500億美
元關稅已影響其在華業務，超過70%的在華美企認為擬議徵
收的2,000億美元關稅將對其產生負面影響，美政府關稅舉

措將適得其反。
耿爽表示，我們再次敦促美方決策者傾聽美產業界和消費
者的強烈呼聲，傾聽國際社會堅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一
致主張，盡快回歸理性，停止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做
法。

中國經濟態勢穩中向好
至於中國經濟狀況，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中國上半年

GDP增速是 6.8%。1月至 8月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了
9.1%，全國新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同比增長了102.7%。儘
管外部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但中國經濟總體平穩、穩
中向好的態勢沒有改變。中國政府有信心、有能力確保經濟
繼續平穩健康發展。
據了解，中美或開啟新一輪貿易磋商。中國商務部新聞發
言人高峰前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曾透露，中方已經收到美方貿
易磋商的邀請，並對此持歡迎態度。目前，雙方團隊正在就
一些具體細節進行溝通。高峰強調，美方不顧廣大業界、消
費者的呼聲，不斷釋放可能導致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消息，
這種訛詐施壓的做法對中方不起作用，也無助於問題的解
決，希望雙方通過平等、誠信的對話與磋商使中美經貿關係
重回正常軌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
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同法國外長
勒德里昂在北京會談後共同會見記
者時表示，中方支持對國際貿易體
系受現有體制，包括世貿組織進行
必要改革和完善，但必須堅持維護
發展中國家正當合法權益等三個方
面的原則。
有記者問，中方如何看待法方將

致力於維護和重塑多邊主義，推動
國際貿易體系改革。

中方明確維護自由貿易
王毅表示，法國一直是維護多邊

主義、捍衛自由貿易的重要力量，
我們對法方為此作出的各種努力予
以高度評價和讚賞。

王毅說，現有國際貿易體系受到了
一些質疑和衝擊。中方的立場是明確
的。首先，自由貿易的規則理念應當
得到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
體制應當得到加強，因為這符合世界
各國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也是絕大多
數國家的共識。同時，我們並不認為
現有體制是完美無缺的，中方支持對
現有體制，包括世貿組織進行必要改
革和完善，使其更加公平、更加有
效、更加合理。在探討推進改革的過
程中，中方認為應當堅持三個原則：
一是世貿組織的核心價值和基本

原則不能丟。應以支持自由貿易、
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反對保護主義
為基本方向，不能逆時代潮流，不
能開歷史倒車。

二是發展中國家的正當合法權益不
能丟。改革的目的應是使各國更公平
地分享全球化發展成果，而不是使南
北差距進一步擴大。世貿組織應當繼
續支持發展中國家更好融入全球價值
鏈，繼續保障發展中國家理應享有的
「特殊和差別待遇」。
三是協商一致的精神不能丟。世貿

組織改革觸及各方切身利益，需要廣
泛、充分地協調，聽取各方意見，特
別是聽取和尊重發展中國家意見。不
搞「小圈子」，也不搞「一言堂」。
王毅強調，世貿組織改革問題十分

複雜，牽涉面廣。希望各方保持耐
心，循序漸進加以推進。中方樂見法
方為此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願同
法方就此保持溝通與協調。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報
道，中美正在對可能啟動的
新一輪貿易談判進行細節溝
通，結果美國總統特朗普昨天
又推文放話，吹噓他在這場升
溫的美中貿易戰裡佔上風，
「沒感到有要解決問題的壓
力」。
特朗普昨天的推文顯示他

決心在所有與中國的談判裡
都要展現強勢；中方則擔心
特朗普到目前都沒認真要達
成美中貿易協議。 雖然美股

拜資訊科技與保健類股之賜
走揚，但在特朗普推文後，
早先的升幅已收縮。市場原本
對美國政府打算與中國再開啟
新一輪談判審慎樂觀，但特朗
普的評論無疑又給市場澆了
盆冷水。
報道稱特朗普的推文似乎是

針對「華爾街日報」一則關於
美中重啟談判報道裡的一段內
容。相關段落指出，特朗普面
臨日漸升高的政治壓力，要他
在11月美國中期大選前平息貿

易戰，並讓中國停止報復美國
的出口貨品。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前日

在北京的例行簡報會表示，中
國收到美方重啟談判的邀請，
正與美國商務部洽談細節。
布魯金斯研究所專家杜大偉

在奧巴馬政府時代曾任美國財
政部駐北京人員。他表示，壓
力明顯逼得特朗普必須與中國
達成協議，「對美國經濟與金
融市場來說，現在壓力宛若籠
罩地平線的厚重烏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經中文
網報道，美國前商務部部長卡
洛斯·古鐵雷斯日前接受採訪時
稱，由於美國對華進行關稅制
裁，美國國內的產品價格將上
升，最終將由消費者買單。
歐盟委員會前委員彼得·曼德
爾森也表示，即使11月的中期
選舉結束，中美或許也都不會
立刻降低關稅，預計貿易戰將
長期持續。美國特朗普政府已

經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產
品進行了關稅制裁，計劃近期
進一步對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
開徵額外關稅。
古鐵雷斯預測稱，如果啟動

2,000億美元的額外關稅，由於
美國企業試圖將關稅導致的成
本增加轉嫁給消費者，從服裝
到蘋果公司的產品等眾多面向
消費者的產品將顯著漲價，影
響還將波及美國企業對其出口

產品的國家。古鐵雷斯認為，
由於通貨膨脹而倒大霉的是消
費者。他稱關稅制裁不符合美
國利益，並批評了特朗普政
府。
曼德爾森表示，由於特朗普
政府的貿易政策，亞太地區各
國將把投資從美國分散到其他
地區，美國將被排除在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等多邊貿易協
定談判之外。

香港文匯報訊 在剛剛閉幕的第四屆東方經濟論壇
舉行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
行了4個月內的第三次會晤。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發表
評論文章指出，這種元首間的頻繁互動，已經成為中
俄關係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徵——在最近5年多裡，習
近平和普京會面超過20次，充分體現出中俄關係的
高水平和特殊性，凸顯了兩國關係在各自外交議程中
的優先地位。
文章還指出，當前，中俄元首的戰略引領已經成為
兩國關係深入發展的強勁動力：兩國元首頻繁會面，
不斷對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進一步發展作出部
署，對雙邊關係發展起到了統籌佈局的戰略謀劃作
用；兩國元首親力親為，親自推動雙邊交往中的重要
項目或參與重要活動，對雙邊合作發展起到了直接推
動作用；兩國元首的私人友誼，為兩國各層次、各領
域的交往起到了積極示範作用。在兩國元首的戰略謀
劃、直接推動和積極示範下，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

關係進入了高水平、大發展的新時代。除了貿易領域
結構顯著優化、質量和規模同步提升外，兩國在投
資、能源、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航空航天等領域的
一批戰略性大項目也穩步推進，還湧現出了科技、農
業、電子商務等新的合作增長點。
文章續指出，國之交在於民相親。兩國元首深知
民心在國家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唯有築牢民意根
基，才能構建起中俄世代友好的高樓大廈。在兩國
元首的引領下，中俄友誼通過互辦國家年、語言
年、青年友好交流年等國家級主題年活動變得更加
堅實，人員往來日益密切。
文章最後指出，中俄關係是大國、鄰國關係的典
範，也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成功實踐的縮影。正如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所說，在中俄兩國元首關
懷培育下，兩國民眾相知相親的涓涓細流將不斷匯
聚成中俄世代友好的浩蕩長河，成為兩國關係發展
的不竭動力。

美媒：特朗普又作態 吹噓「無壓力」

央廣電：中俄關係「元首引領」與「民意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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