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場全球範圍的
貿易戰正硝煙四
起。特朗普政府打

着「美國優先」的旗號，無理地揮起關
稅大棒，到處威脅敲詐，極限施壓。目
前來看，用在墨西哥、加拿大等國身上
貌似取得了些許預期效果，那麼特朗普
式的「成功」能在中國複製嗎？

對於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
平發展中的新興大國，特朗普可謂相當
重視。從今年3月份正式簽署對華貿易
備忘錄開始，由美方挑起的中美貿易戰
烽火連綿不絕，此外還在政治、軍事等
各個方面多方出擊，對中國展開咄咄逼
人的全面挑釁。然而，幾輪交手過後，
中國巍然屹立，不為所動，特朗普的
「如意算盤」顯然是要落空了。

圖打壓中國蓬勃發展勢頭
這是迅猛發展中的新興大國不得已和

當今唯一超級大國之間的博弈，也是進
步與落後、規則與霸權、自由貿易與保

護主義的較量。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
以幾乎牽動整個人類的利益為代價來滿
足一己之私，必然是失道寡助。而他之
所以要重點針對中國，短期看，無非是
要通過戰術訛詐，迫使中國在核心利益
上讓步；從長期來看，無非是要通過戰
略打壓，打掉中國蓬勃發展的勢頭，阻
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然而百年
來從列強侵略的烽火中走來，中國不會
被任何勢力阻攔自己的發展步伐，也不
可能放棄自己的核心利益。特別是經過
改革開放40年的積累與發展，中國經濟
具備了強大的內生動力和抗打壓韌性。
站在道義和歷史潮流這一邊，並保持戰
略定力，繼續推動高水平開放、高質量
發展，中國定將贏得屬於自己的勝利。

歷史和時間會告訴特朗普，民粹主
義，就算贏了一時，但會讓美國失去開
放包容的立國之本，葬送美國的軟實力
和未來。貿易戰沒有贏家，短暫的「成
功」不可複製。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施壓墨加似得逞
挑釁中國勢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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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白宮遏華策略損中美關係
美媒稱美下月派軍艦通過台海 意圖挑戰中國核心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引述多名美國國防官員披露，美軍太平洋艦隊起草一份機密提案，計劃

在11月「秀肌肉」，派遣軍艦通過南海及台灣海峽以警告中國，藉此展

現一場全球武力秀向中國示警，表明美國準備好阻嚇和對抗中方的軍事

行動。軍事專家宋忠平對香港文匯報指出，今年以來，美國全面對華展

開各種咄咄逼人的遏制行動，如今又準備在台灣海峽附近進行大規模軍

事行動，大打「台灣牌」，意圖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這或導致中美關

係的嚴重倒退。

上月30日，美國海軍「迪凱特」號導
彈驅逐艦在南中國海與中國海軍「蘭

州」號導彈驅逐艦發生近距離接近事件。
美國方面於事後公佈現場照片，指責中方
舉動「不專業」，而中國外交部則發表嚴
正聲明，譴責美方在南中國海製造不穩定
因素。

CNN：對華進行全球武力展示
CNN援引美國一些國防官員稱，為了
應對此事件，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已經制
定了一項機密提案，即對中國進行全球武
力展示，並表明美國準備遏制和打擊其對
手進行軍事行動的能力，表明美國在全球
範圍內維持控制的決心。
報道說，美國海軍的機密提案尚未作最
後定案，內容建議美軍太平洋艦隊在11
月的某一周執行系列任務，目標是讓美國
軍艦、戰鬥機及部隊高度集中操演，展示
美國可以在多個方向和多個戰爭形態上迅

速對抗潛在對手。該計劃建議在中國南海
和台灣海峽附近的海域派遣艦船及飛機進
行保護航行自由的行動，以證明美軍在國
際水域和空域自由通行的權利。該提案意
味着美國軍用艦船和飛機將在中國軍隊控
制區域附近展開相關行動。
雖然美國軍隊每年都在全球各地進行類

似的行動，但這份提案要求在短短幾天內
完成多項任務，而且是有針對性地直接指
向中國，還是不太尋常。但這些國防官員
強調，美方無意與中方發生實質的衝突。

特朗普民粹牌 意在中期選舉
宋忠平指，中美雙方今年以來在貿易上

的你來我往，使兩國關係緊繃陷入歷年來
新低點。美國不僅主動挑起貿易戰烽火，
而且在政治、軍事方面全面出擊，咄咄逼
人地全面對華展開遏制行動，從短期看，
是特朗普政府為應對中期選舉打出的民粹
主義牌，以此贏得部分選票；長期來看，

是其固有的對華遏制政策的體現，希望通
過打壓中國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他認為，無論是上月美國海軍驅逐艦在
南中國海與中國海軍「蘭州」號發生近距
離接近事件，還是意圖下月於台灣海峽舉
行的軍演，美國三番幾次在敏感海域對華
秀肌肉、秀武力。此外美國還持續支持台
灣軍事建設，出台《美國對台灣關係
法》、《國防授權法》、《台灣旅行法》
等措施，大打「台灣牌」，意圖挑戰中國
的核心利益。中國無法妥協，也妥協不
起，如果美國繼續在這個問題上一意孤
行，很可能導致中美關係的全面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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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聯國強調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發表題為《靠自
己，靠得住！》的國際時評文章指出，中國要發
展，最終要靠自己。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中國一
重集團有限公司考察時提出的要求擲地有聲。

別人不可能讓出成果
靠自己是應對當前國際競爭形勢的客觀要求。
世界經濟發展日新月異，科技創新周期大大縮
短，別人不可能將自己的文明成果拱手相讓，只
有自力更生將核心技術、核心技能牢牢抓在自己
手中，才能穩穩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眼下國際
上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上升，嚴重依賴外國

不僅會失去發展根基，還將危及國家安全。靠自
己是歷史的告誡，更是我國從站起來富起來邁向
強起來的必然選擇。
靠得住源自中華民族自力更生的精神基因。頂

着困難發展起來，在逆境中求生存是中華民族的
能力稟賦。近代以來，雖一度陷於落後挨打的窘
境，也從未放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逼着
自己長本事的自省與探索。新中國成立以來，中
國共產黨帶領全體人民艱苦奮鬥，從「兩彈一
星」到蛟龍下海、嫦娥探月……創造出一個個奇
跡。今天中國說「靠自己靠得住」，不是說大
話，而是基於數十年志在必得、永不放棄的孜孜

以求，是一代又一代人聚沙成塔的厚積薄發。

要解放擅長創新人才
靠自己，要形成關鍵領域、關鍵技術的攻堅體

制，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從積貧積
弱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因為有了集中力量辦
大事的制度安排，才有了「眾人拾柴火焰高」的
客觀效果，幹成了許多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因
此，下一步的發展，無論是從政策、資金、人
才、生產資料方面，都應當向核心領域、關鍵技
術、重點項目傾斜，實現辦大事、辦好事的目
標。

靠自己，要緊緊牽住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這個牛
鼻子，努力破除制約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讓企
業創新力充分湧動。既要抓重大、抓尖端、抓基
礎，又要尊重首創精神，激發民間活力，將善於
創新、創業的大腦解放出來。在攻關核心關鍵技
術的道路上，要讓科學家「說了算」，讓科研成
果不斷噴湧。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靠得住最終要落到

有本事、能幹事上。唯有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擔當不斷開創、不斷奮
鬥，才能將國家建設得更加美好，助力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政策給力 企業也要努力�&

新華時評：靠自己 靠得住

「 今 年 7 月 份 ，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IMF）曾預計2018年和2019年全球經濟
均將增長3.9%，但此後全球經濟增長前景
變得黯淡，尤其是貿易壁壘正成為新現
實。」當地時間10月1日，IMF總裁拉加德
於美國華盛頓的演講中難掩擔憂。

研新技術降貿戰影響
當前，逆全球化思潮和保護主義情緒升

溫，不確定不穩定性因素不斷集聚。如何穩

外貿？國家政策要給力，企業自身更要努
力。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飼料行業

的重點龍頭企業。公司研發部總經理朱正鵬
表示，中美貿易摩擦以來，大豆原料價格小
幅度上升，但可以良好應對。按目前公司總
體業務情況分析，利潤水平等經營指標表現
穩健，大豆原料價格上升並未對公司產生較
大影響。
「為更好應對2018年 11月至2019年初

國內可能出現的大豆供應緊張，公司着力從
技術和採購兩個方面降低對大豆的依賴
性。」他說，技術方面，一是利用多元化技
術體系集成生物環保飼料，二是開發新型蛋
白原料；採購方面，一是拓寬採購渠道，開
發原料直採基地，二是增加豆粕替代品進
口。

「帶路」利拓多元市場
隨着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參與共建「一帶

一路」，不少中國企業也瞄準商機，積極開
拓多元市場，成立剛滿4年、員工近400人
的移動互聯網企業麒麟合盛（APUS）便是
其中之一。
APUS創始人兼CEO李濤介紹，公司開

發的手機用戶系統目前正為全球200多個
國家和地區的超12億用戶提供多達25種語
言服務，其中，近七成用戶來自「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我們順勢而為，成為
『一帶一路』倡議的受益者。未來，我們
還要更深入地參與，成為『一帶一路』的
建設者、推動者。」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英國《金
融時報》當地時間3日
刊載該報首席經濟評
論員馬丁．沃爾夫評
論文章指出，美國總
統特朗普認為能打贏
中美貿易戰的想法是
錯誤的，貿易戰沒有
「贏家」。
沃爾夫在文章中

說，在中美經貿摩擦
上，特朗普犯了兩個
典型錯誤。一是目標
過大，二是誇大美國
力量。中美貿易的問
題不在於美國進口
多，而在於出口少，
這說明美國產品缺乏
競爭力。
他指出，正如歐洲

央行分析的那樣，中美
經貿摩擦可能波及全
球。總體來看，經貿摩
擦對美國並不利。
沃爾夫認為，加徵
高關稅導致貿易摩擦升
級，其結果是：貿易扭
曲，按規則管理的貿易
體系受到破壞，美中關
係遭到損害而世界變得
更加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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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忠平指，美國不僅主動挑起貿易戰烽
火，而且在政治、軍事方面全面出擊，咄咄
逼人地全面對華展開遏制行動。 資料圖片

■■ 上月上月3030日美國海軍驅逐艦在南中國海與中國海日美國海軍驅逐艦在南中國海與中國海
軍軍「「蘭州蘭州」」號發生近距離接近事件號發生近距離接近事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常駐中國常駐
聯合國副代表吳海濤日前在第聯合國副代表吳海濤日前在第7373屆聯合國屆聯合國
大會第三委員會社會發展議題一般性辯論大會第三委員會社會發展議題一般性辯論
發言時強調發言時強調，，既要解決發展不充分問題既要解決發展不充分問題，，
更要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更要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
他說他說，，首先首先，，要堅定奉行多邊主義要堅定奉行多邊主義。。各各

國應堅持以合作共贏為目標國應堅持以合作共贏為目標，，以規則秩序以規則秩序
為基礎為基礎，，共同維護好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共同維護好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
際體系和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際體系和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
易體制易體制，，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開放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開放、、包包
容容、、普惠普惠、、平衡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共贏的方向發展。。應尊應尊
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尊重各國追尊重各國追
求美好生活和發展空間的權利求美好生活和發展空間的權利。。

其次其次，，要均衡落實要均衡落實2030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年可持續發展議
程程。。各國應根據本國國情和發展階段各國應根據本國國情和發展階段，，將將
20302030年議程與國家發展戰略深入對接年議程與國家發展戰略深入對接，，共同共同
走創新走創新、、協調協調、、綠色綠色、、開放開放、、共享的發展道共享的發展道
路路。。國際社會要強化發展夥伴關係國際社會要強化發展夥伴關係，，構建以構建以
聯合國為核心聯合國為核心、、南北合作為主渠道南北合作為主渠道、、南南合南南合
作為補充的全球發展合作格局作為補充的全球發展合作格局。。
第三第三，，要增強社會發展包容性要增強社會發展包容性。。各國應堅各國應堅

持以人為本的發展原則持以人為本的發展原則，，構建普遍構建普遍、、可持續可持續
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社會保障體系，，推動實現充分就業和體面推動實現充分就業和體面
勞動勞動，，促進社會包容性發展促進社會包容性發展。。應加大公共財應加大公共財
政投入政投入，，保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保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縮小貧縮小貧
富差距富差距，，確保他們共享發展成果確保他們共享發展成果。。

「迪凱特」號導彈驅逐艦 「蘭州」號導彈驅逐艦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