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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加徵新稅 商達雙贏協議取消所有加徵關稅

習特會達共識
中美暫休貿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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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元首舉行
的這一場歷史性晚餐
會晤，無疑為持續趨

緊的中美貿易戰緊急踩下剎車閘，也為今
後一個時期的兩國關係指明了方向。

今年初，為了「美國優先」和國內中期
選舉，美國不顧之前兩次中美元首會晤做
出的承諾和達成的共識，貿然對華發起貿
易戰。從500億美元到2,000億美元，美
國不斷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實施
「極限施壓」，中國無路可退只能被迫應
戰。但美國顯然錯判了中美貿易逆差的實
質，低估了中國應戰的決心和抗壓力，中
國堅決回應了美方的所謂「叫價」，捍衛
了中國的核心利益。

保護主義反而會自我傷害
合則兩利，鬥則俱傷，貿易戰沒有贏

家。美國政府在不斷加徵關稅的同時，遭
到了來自美國農民到美國大企業的高聲抱
怨，美國股市也隨着中美貿易戰的起伏，
如同坐上了過山車。全球化的時代早已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還要閉門造車
搞保護主義，不僅不會給自身帶來增長，
反而會自我傷害。此次達成的中美元首共
識，為中美乃至全球經貿、金融等相關領
域帶來新的曙光。

然而，中美貿易戰的硝煙並沒有完全消
散。90天後，如果中美經貿團隊沒有最終
談判達成協議，新一輪中美貿易戰還將上
演。未來的談判不能只是一方的讓步，需
要雙方平等磋商，互利互信，才能找到彼
此都能接受的方案。中美元首此次會晤所
達成的共識，具有重要高層指引作用。相
信未來，不管經歷怎樣的波折，中美雙方
在兩國元首定下的大方向和大框架下，最
終都能從目前的暫時休戰走向終戰。

中國需抓緊機遇練好內功
當然，中美經貿問題只是雙邊關係中的

一大重要方面，並非中美關係的全部。特
朗普上任後，開始試圖打造所謂「印太戰
略」，外界普遍認為其旨在遏制和圍堵中
國。而學界普遍認為，美國國內兩黨的對
華態度正在趨同。
在此次中美元首會晤前幾天，兩艘美國

軍艦再次過航台灣海峽，美國海軍軍艦也
未經中方允許，擅自進入了中國西沙群島
領海。中國是和平發展，無意挑戰美國的
霸主地位，儘管此次特朗普在台灣等問題
上再次作出承諾，但未來中美建立戰略互
信仍任重而道遠。未來關鍵，中國仍需抓
緊為時不多的戰略機遇期，練好內功，做
好自己。有分量才有話語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馬琳 北京報道）
習特會後，中美貿易

摩擦暫時止住了擴大的步伐。對此，外
貿領域專家向香港文匯報指出，中美首腦
達成共識，使得貿易戰沒有繼續擴大，但
也不能理解為「休戰停火」，畢竟雙方都
沒有將已加徵關稅的部分取消。貿戰下一
步的走勢，要看90天內中美能否在結構
性改革方面達成共識，尤其是能否解決
對於技術轉讓看法的分歧。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

所長白明認為，中美兩國此次達成初步

共識，防止了中美經貿摩擦進一步升
級，可以說不止中美兩國，也是世界其
他國家所樂見的。這是中方既敞開談判
大門又有效反制的努力結果，也可以看
出美方在繼續貿易戰上也有壓力。

後續談判艱難 美方要價仍高
「一開始特朗普信心滿滿，認為貿易
戰一定美國贏。但是現在美國的貿易逆
差越來越大，而且經濟也有一定問題，
在加息問題上美聯儲開始有一定的猶豫
了。」白明說。
白明也提醒，後續90天的談判不會很

容易，目前看美方的要價還是很高。「冰
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決中美之間諸
多分歧尤其是涉及結構性改革方面，90
天可能會有些困難，雙方需要通過不斷的
磨合和磋商找出共同的利益點。

技術轉讓問題 兩國看法分歧
在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經濟學教授余

智看來，當前形勢還不能盲目樂觀。中
美首腦此次達成的共識，只是讓貿易戰
沒有繼續擴大，但也不能理解為「休戰
停火」，畢竟雙方都沒有將已經加徵關
稅的部分取消，而且貿易戰不擴大也是

臨時性的。
余智指出，白宮此次同意暫停擴大貿

易戰有兩方面的前提條件，一是中國進
口更多美國商品，二是中國進行結構性
改革。第二點會是下一步談判的難點所
在，尤其是「停止強迫技術轉讓」。目
前，中美雙方對於技術轉讓這個問題的
看法（已有技術轉讓是「強迫」還是
「自願」）存在根本性分歧。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白宮在聲明中提及
的下一步結構性談判重點，並沒有涉及
「國有企業與產業補貼」。余智認為，這
是中美雙方之前分歧較大的一個內容；美
方此次沒有將其列入聲明中，顯示出美方
希望雙方能夠在接下來90天的談判中取
得一些其他成果，而不是因為在這一問題
上的分歧而徹底遠離談判桌。

■ 雙方同意，在互惠互利基礎上拓展合
作，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管控分歧，共
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
中美關係

■ 雙方將適時再次進行互訪，同意採取
積極行動加強執法、禁毒等合作，包
括對芬太尼類物質的管控；中方決定
對芬太尼類物質進行整類列管，並啟
動有關法規的調整工作

■ 停止加徵新的關稅，美方於2019年
1月1日，針對2,000億美元中國貨
關稅稅率維持於10%，不會上調至
25%；指示兩國經貿團隊加緊磋
商，朝着取消所有加徵關稅的方向，
達成互利雙贏的具體協議，美方指上
述談判需在未來90天內完成

■ 中方願根據開放進程以及國內市場、
人民需要，開放市場，擴大進口

■ 中方同意購買美國農業、能源、工
業及其他產品，以減少兩國貿易不
平衡

■ 美中立即展開談判，尋求在保護知識
產權、非關稅貿易壁壘、網絡安全、
服務業、農業等範疇出現結構性改變

■ 美國政府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中
方支持美朝領導人再次會晤，希望美
朝雙方相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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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12月1日晚，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同美
國總統特朗普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共進晚餐並舉

行會晤。兩國元首在坦誠、友好的氣氛中，就中美關
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達成重要共
識。雙方同意，在互惠互利基礎上拓展合作，在相互
尊重基礎上管控分歧，共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
為基調的中美關係。

習近平：合作是中美最好選擇
習近平指出，中美在促進世界和平和繁榮方面共同
肩負着重要責任。一個良好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人民
根本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合作是中美雙
方最好的選擇。雙方要把握好中美關係發展的大方
向，推動兩國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更多更好地造
福兩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
特朗普贊同習近平對兩國關係的評價。特朗普表
示，美中關係十分特殊、重要，我們兩國都是有重要
世界影響的國家，雙方保持良好合作關係對兩國和世
界有利。美方願同中方通過協商增進兩國合作，並就
雙方存在的問題積極探討對雙方都有利的解決辦法。
兩國元首同意繼續通過各種方式保持密切交往，共

同引領中美關係發展方向。雙方將適時再次進行互
訪。雙方同意加強各領域對話與合作，增進教育、人
文交流。特朗普表示，美方歡迎中國學生來美國留
學。雙方同意採取積極行動加強執法、禁毒等合作，
包括對芬太尼類物質的管控。中方迄今採取的措施得
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充分肯定。中方決定對
芬太尼類物質進行整類列管，並啟動有關法規的調整
工作。
關於經貿問題，習近平強調，中美作為世界最大兩

個經濟體，經貿往來十分密切，相互依賴。雙方在經
貿領域存在一些分歧是完全正常的，關鍵是要本着相
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妥善管控，並找到雙方都能
接受的解決辦法。兩國元首達成共識，停止加徵新的
關稅，並指示兩國經濟團隊加緊磋商，朝着取消所有
加徵關稅的方向，達成互利雙贏的具體協議。中方表
示，願意根據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進程以及國內市
場和人民的需要，開放市場，擴大進口，推動緩解中
美經貿領域相關問題。雙方達成互利雙贏的具體協議
是中方對美方採取相關積極行動的基礎和前提。雙方
應共同努力，推動雙邊經貿關係盡快回到正常軌道，
實現合作共贏。

美方承諾繼續奉行「一中」政策
習近平闡述了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
美方表示，美國政府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兩國元首還就朝鮮半島等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交換了
意見。中方支持美朝領導人再次會晤，希望美朝雙方
相向而行，照顧彼此的合理關切，並推進半島完全無
核化和建立半島和平機制。美方讚賞中方發揮的積極
作用，希望同中方就此保持溝通與協調。

王毅：會談友好遠超預定時間
據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介紹，這次會晤氣氛友

好、坦誠，長達兩個半小時，遠遠超出了預定的時
間。白宮新聞發言人隨後也評價，兩人晚宴是一場
「非常成功的會晤」。
另據美國白宮在習特會後發佈的聲明，美方同意自
2019年1月1日起，暫緩對價值2,000億美元自中國進
口貨品的關稅由10%調升至25%；中方則同意，採購
美國農產品、能源、工業及其他產品，以減緩雙方間
的貿易失衡。雙方將立刻就關於技術轉移、知識產權
保護、非關稅壁壘、網絡安全、服務業及農業相關議
題的「結構性改變」展開談判，「雙方同意，將盡力
在90天內完成協商，如果在期限內無法達成共識，關
稅稅率就將從10%升至25%。」
此外白宮的聲明也指，美國晶片大廠高通（Qual-
comm）欲以440億美元併購恩智浦半導體（NXP
Semiconductors）一案，若再次遞件，中方願考慮
批准。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

道，各方矚目的習特會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

斯艾利斯舉行。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和共同

關心的國際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達成重要共

識。在經貿方面兩國元首同意，

停止加徵新的關稅，並指示兩國

經濟團隊加緊磋商，朝着取消

所有加徵關稅的方向，達成

互利雙贏的具體

協議。

中美經貿磋商歷程 ■資料來源：新華社

第1輪 5月3日至4日
中美在北京就共同關心

的經貿問題進行了坦誠、
高效、富有建設性的討
論。雙方在有些領域達成
了一些共識，但在一些問
題上還存在較大分歧

第2輪 5月17日至18日
中美在華盛頓就貿

易問題進行了建設性
磋商。雙方同意，將
採取有效措施實質性
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
逆差

第3輪 6月2日至3日
中美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

就兩國經貿問題進行磋商。
雙方就落實兩國在華盛頓磋
商的共識，在農業、能源等
多個領域進行了良好溝通，
取得了積極的、具體的進展

第4輪 8月22日至23日
中美在華盛頓就兩

國經貿問題進行副部
級磋商。雙方進行了
建設性、坦誠的交
流，同意就下一步安
排保持接觸

■■ 國家主席國家主席
習近平應邀同習近平應邀同
美國總統特朗美國總統特朗
普在阿根廷布普在阿根廷布
宜諾斯艾利斯宜諾斯艾利斯
共進晚餐共進晚餐，，舉舉
行會晤行會晤。。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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