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貿摩擦

貿易戰解決不了問題，中方
仍願與美方通過談判解決問
題，但必須在平等、誠信和
嚴肅的基礎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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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

中國完全尊重所有國家自身的
選擇，從來不會干預其他國家
的內政，在這件事情上，我們
光明磊落，問心無愧。

台灣問題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
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停止與台灣的官方往來
和軍事聯繫，停止向台灣地
區出售武器，停止無理干涉
那些與中國已經或希望建交
的國家，切實約束和限制
「台獨」勢力的發展，以實
際行動維護中美關係和台海
和平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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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潔篪王毅分別會見 強調堅定維護自身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

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昨日在北京會見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楊潔篪表示，當前中美關係正

處在一個重要關頭，面臨不少挑

戰。中方已就美方近期一系列涉華

消極言行提出嚴正交涉並公開表明

了原則立場。我們敦促美方立即糾

正錯誤，停止採取損害中方利益的

行動。中方將繼續採取必要措施，

堅定維護自身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當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

長王毅也會見了蓬佩奧，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錯誤言行，並稱中美還

是要堅持走合作共贏的正道，不應陷入衝突對抗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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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美雙方商定，蓬佩奧8日對中國進行訪問。中美
雙方就中美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

意見。

楊潔篪：中美合作才會雙贏
楊潔篪指出，中美作為兩個大國，合作才會雙贏。楊潔
篪說，希望美方作出正確選擇，與中方相向而行，認真落
實兩國元首多次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在相互尊重基礎上
妥善管控分歧，在互利互惠基礎上拓展務實合作，確保中
美關係沿着正確軌道向前發展。楊潔篪重申了中方在中美
經貿關係、台灣、南海等問題上的原則立場（見表）。
蓬佩奧表示，美國致力於同中國實現合作共贏。美方願
與中方加強溝通，共同尋找解決當前兩國關係面臨挑戰的
建設性方案。美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希望繼續就國際和
地區問題同中方保持溝通協調。

王毅：不應陷衝突對抗歧途
當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也會見了蓬佩奧。據外
交部網站消息，王毅與蓬佩奧就中美關係進行了深入溝
通。王毅在會見中表示，國務卿先生提出希望訪華，我們
願意與你見面。最近一段時間，美方在不斷升級對華貿易
摩擦的同時，又在台灣等問題上採取了一系列損害中方權
益的行為，並且無端指責中國的內外政策。這些做法直接
衝擊了雙方的互信，給中美關係的前景蒙上了陰影，也完
全不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我們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錯誤言
行。中美還是要堅持走合作共贏的正道，不應陷入衝突對
抗的歧途。
「我知道，你此行還很想就朝鮮半島等地區熱點問題

同中方交換意見。這恰恰說明，兩個大國，兩個安理會常
任理事國，需要也應該加強溝通合作，承擔起國際社會賦
予我們的職責。同時，這種合作應當有一個健康穩定的雙
邊關係作為支撐。我希望，國務卿此次北京之行，能夠為
實現這一目標發揮積極作用。」王毅說。

蓬佩奧：美不反對中國發展
蓬佩奧表示，美中在很多問題上有明顯分歧，但美國不反
對中國發展，無意圍堵中國，也沒有全面遏制中國的政策。
蓬佩奧還通報了其訪朝情況，表示美方讚賞中方在半島
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及為推動無核化所做的重要努力，希望
與中方繼續加強合作。王毅介紹了中方為推動實現半島無
核化及半島和平穩定所做努力，強調中方的立場明確而且
一貫，不會改變。美方應重視朝方在安全和發展方面的合
理訴求並作出積極回應。中方支持美朝直接對話，願在相
互尊重和照顧彼此關切的基礎上，繼續發揮中方獨特和重
要的作用。

蓬佩奧訪華
中方促美停止錯誤言行

今年以來，朝鮮半島局勢一改
多年來的劍拔弩張態勢，不斷出
現新的轉機。年初，朝鮮領導人
金正恩在新年講話中對韓釋放緩
和信息，此後以平昌冬奧會為契
機，朝韓重啟對話接觸。過去短
短半年多裡，朝韓、朝美領導人
分別實現歷史性會面，並就半島
局勢達成諸多共識，朝方廢棄豐
溪里核試驗場，美韓暫停原定8
月舉行的「乙支自由衛士」聯合
軍演……半島局勢對話緩和勢頭
明顯，其間，金正恩三度訪華，
中國在半島的作用不言而喻。

朝鮮半島核問題爆發於上世紀
90年代初。1990年4月，美國根
據衛星資料懷疑朝鮮開發核武
器。此後，經過多輪角力與談
判，1994 年 10 月，朝美達成框
架協議，朝同意凍結其核設施，

美承諾為朝建造輕水堆，並在建
成前每年向朝提供50萬噸重油。
但2002年底，美指責朝鮮發展鈾
濃縮計劃，停止向朝提供重油。
朝鮮即重啟寧邊核設施等。半島
核問題陷入對峙狀態。

多年來，中國一直致力於推進
對話和平解決朝核問題，並為此
積極斡旋，先後促成了六輪六方
會談。近年來，針對半島陷入
「制裁—核試—再制裁—再核
試」怪圈，中方創造性地提出
「雙暫停」倡議和「雙軌並進」
思路，不斷為實現半島無核化和
建立半島和平機制並行推進發揮
重要建設性作用。

近日，外電傳言，金正恩將很
快訪問俄羅斯，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也即將訪朝，而美朝兩國也
正在就盡早安排第二次峰會進行

協調溝通。未來，半島問題將有
望迎來新的歷史轉折點。而在中
美關係因貿易摩擦等持續吃緊之
際，美國國務卿在訪朝後昨日主
動來華，更加突顯出作為聯合國
常任理事國的中國，未來仍將在
半島問題上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
角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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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研
究員郭憲綱向香港文匯報指出，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此次中國之行
的主要目的是就朝核問題與中方
交換意見。美國希望中國能繼續
在朝核問題上發揮作用，因為朝
核問題如果沒有中國的參加，將
無法得到解決。

會面有助加深了解
郭憲綱表示，中美雙方進行接

觸，就當前中美關係面臨的一些
問題交換意見，有助雙方加深相
互之間的了解，會面具有積極意
義，但雙方卻很難就中美關係取
得實質性的成果和進展。因為美
國國務卿蓬佩奧主要負責外交，

並非美國最高領導人，其所重申
的一個中國原則，亦是過去美國
歷屆政府都在堅持的原則，並不
意外，而中美現在正面臨經貿難
題，也並非蓬佩奧專門負責，相
信他這次來華可能更多是就朝核
問題和中方交換意見。
這位專家認為，美國希望中國能

繼續在朝核問題上發揮作用，因為
朝核問題如果沒有中國的參加，將
無法得到解決。美國很擔心中國會
放鬆對朝鮮的制裁，美國認為一旦
放鬆對朝鮮的制裁以後，朝鮮可能
就會在無核化進程方面止步不前。
所以美國需要和中國進行溝通，來
探求中國在此問題上的態度。
郭憲綱表示，在朝核問題上，

中方提出「雙暫停」倡議和「雙
軌並進」思路，即朝鮮暫停核導
試驗和美韓暫停大規模聯合軍

演，實現半島無核化和建立半島
和平機制並行推進。現在朝鮮方
面已經主動做了很多事情，採取
了很多無核化的步驟，那麼現在
要看美方。因為美方如果繼續堅
持制裁朝鮮的話，那麼將肯定不
利於無核化的進程。

華當朝美間調停者
郭憲綱說，中方希望朝美雙方

都要同時向前走，相信未來中方
還將繼續扮演調停者的角色。他
指出，最近在朝鮮採取了一些步
驟以後，美國仍然堅持制裁，這
是讓朝鮮感到不快的。中美均是
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有關制裁是
由聯合國通過的，在朝鮮無核化
取得實質性的步驟的時候，能不
能在制裁方面予以放鬆，中美之
間需要就此焦點問題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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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美貿易摩
擦的變化，雙方均對
部分商品進行了加徵

關稅。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國企業
經營的成本。」美國化學學會國家貿易
總監Ed Brzytwa近日在美國化學學會官
網發文說，「現在美國的製造商想要保
持全球領先、低成本化工品生產的製造
業地位，困難重重。」

汽車電子產品料漲價
Ed Brzytwa表示，目前美國對中國發

佈的加徵關稅清單中，一共涉及1,517項
來自中國的化工品及塑料產品，價值約
154億美元。
這一加徵關稅提高了美國企業從中國

進口商品的成本，影響美國的全球供應
鏈，從而影響美國在全球製造業中的領
先地位。
中國發佈的加徵關稅清單中，一共涉

及1,000項來自美國的化學品及塑料產
品、價值約108億美元，這樣也在一定程
度上將會影響中國快速發展的化工、塑
料加工行業。
「關稅給美國的化工製造商帶來不利

影響。由於化工品涉及96%的製品，提
高化工品的關稅將會最終影響大眾消費
產品的價格，從汽車、卡車以及電子產

品等將受到漲價影響。」Ed Brzytwa強
調。

近半投資項目或放棄
本月早些時候，美國的化工行業發展

到達一個里程碑——美國的新化工投資
項目超過了2,000億美元，其中大約有一
半的投資處於規劃或發展階段。
「部分項目可能會因為新關稅的生效

拖延或者放棄。這些投資幾乎都在為全
球市場服務。現在美國企業可能考慮將
其生產轉移到海外以規避關稅。這些受
影響企業的意見建議應該得到傾聽。」
Ed Brzytwa說。

他呼籲美國政府應盡快與中國進行有
效的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取消附加關
稅，「貿易摩擦最終會傷害到美國的製
造商、零售商和消費者。」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第
十五屆中國國際中小企業博覽會（下稱「中
博會」）昨日在廣州召開新聞發佈會，會上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相關負責人透露，
2018年上半年市場主體總量突破了1億大
關，達1.03億戶，新設企業327.4萬戶，同
比增12.5%，日均新設企業1.81萬戶，其中
90%以上為小微企業，成為創業的主力軍，
小微企業就業貢獻率達80%。
為了促進中國小微企業與「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貿易交流，本屆中博會邀請阿聯酋為
主賓方，600餘家境外企業參展，包含馬來
西亞、希臘、伊朗、泰國等多個帶路沿線國
企業，並設有香港企業專場。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負責人肖芸表示，

商事制度改革對信息技術等新產業的帶動作
用非常明顯，小微企業從事第三產業的佔到
70%以上，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文化、科
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等創新型的產業發展得
非常快，成為中國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

重要推動力，是經濟活躍的新動力。

中博會助中小企參與「帶路」
為了助力中國中小企業拓展「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市場，本屆中博會邀請阿聯酋作為
本次展會的主賓方，共有境內外3,019家企
業參展，總展位數達6,628個。其中，境內
參展企業2,351家，境外參展企業668家。
另外，展會還專門設置了香港展區，邀請

了立基環球有限公司、常康健工房等香港企
業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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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解局 中國不可或缺

中美貿戰 危及美化工製造商全球地位 中國小微企就業貢獻率達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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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24日，朝鮮廢棄豐
溪里核試驗場。 資料圖片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
毅昨日在北京會見美國國務卿毅昨日在北京會見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蓬佩奧。。 中新社中新社

■中博會香
港館政府推
介展區。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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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誠攝

■楊潔篪在北京會見蓬佩奧。
新華社

■中國石化產品在遼寧大連長興島港口
等待出口。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