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葡簽署「帶路」協議擴合作
習近平同葡萄牙總統德索薩舉行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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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12月4日，由中國國際經濟
交流中心和美國全國商會聯合主
辦的第十一輪中美工商領袖和前
高官對話在美國華盛頓舉行。中
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曾培
炎和美國全國商會會長托馬斯．
多諾霍（Thomas Donohue）以
及中美兩國工商領袖、政府前高
官及專家學者30餘名代表參加
了對話。中美工商領袖和前高官
對話是重要的第二軌道交流機
制。本次對話是「習特會」之
後，第一個中方訪美的工商領
袖、前高官以及智庫學者代表
團。與會代表一致認為，健康穩
定的中美經貿關係符合兩國和世
界的根本利益，推動雙邊關係盡
快回到正常軌道，是兩國人民的
共同期待。
雙方圍繞中美關係特別是經

貿關係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了

坦誠的對話交流，並提出了具
有建設性的政策建議。中方代
表指出，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周年，也是中美簽署《建交
公報》40周年，這是兩件同時
發生的重大歷史性事件。40年
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
矚目的成就，中美關係也獲得
了重大發展。

共同落實雙贏協議
中方代表強調，期待雙方經

貿團隊加快落實元首會晤達成
的共識，達成互利雙贏的具體
協議，回歸中美經貿關係正常
軌道。

美方積極評價會晤
美方代表對兩國元首會晤給

予積極評價。美方代表認為，
當前應避免美中關係惡化變得
不可修復，避免貿易衝突繼續
升級，雙方應積極努力消除一
些顯在的和潛在的緊張因素。
美國工商界和有識之士支持加
強與中國繼續深化合作，重視
中美建交40年來之不易取得的
成果，期待接下來的談判和磋
商取得實質性成果。美方代表
還指出，兩國應該尋找有共同
利益的合作領域，進一步推進
市場開放。會後，雙方就對話
達成的共識發表了聯合聲明。

中美工商領袖和前高官對話
共期穩定經貿關係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
長曾培炎出席對話。 中新社

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乘車抵達葡萄牙帝國
廣場時，總統德索薩上前熱情迎接。兩國元
首登上檢閱台。軍樂隊奏中國、葡萄牙兩國
國歌，同時鳴21響禮炮。在德索薩陪同下，
習近平檢閱儀仗隊，隨後前往觀禮台觀看分
列式。廣場外，簇擁的人群揮舞中國國旗，
高聲呼喊熱烈歡迎習主席。歡迎儀式結束
後，習近平向葡萄牙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

民族英雄卡蒙斯墓獻花環。
在前往總統府途中，葡萄牙國民衛隊騎兵

儀仗隊隨行護送。抵達時，德索薩在停車處
再次迎接，禮兵在沿途兩側列隊，小號手吹
號致敬。當晚，習近平和彭麗媛與德索薩共
同參觀了「海上絲綢之路」故宮精品文物
展。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國商
務部昨日表態對達成中美貿易協議有信心。中國商
務部新聞發言人稱，上周中美經貿團隊會晤很成
功，中方對落實有信心。下一步雙方經貿團隊將在
90日內，按照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積極推進
磋商工作，中方將盡快落實已達成共識的具體事
項。
中國商務部昨日在其官方網站就中美經貿磋商
發表了上述簡短聲明。

專家：美進口車關稅或降
此前，美方不斷放出風聲，包括中國將降低和免
除自美進口汽車關稅、恢復進口美國農產品等細節
內容。但目前，這些都未得到中國官方的正面證
實。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向
香港文匯報指出，目前來看，降低自美進口汽車關
稅有可能，畢竟自今年7月1日起，中國已主動將
進口汽車關稅從25%降至15%。可能對美汽車徵收
的關稅會恢復到貿易戰前的15%水平，但全部免除
關稅是不太可能的。中國剛剛調降了進口汽車關
稅，短時間內不太可能再次大調整，也不太可能單
獨制定一個對美稅率。

特朗普不排除延貿易談判
「目前，中方將積極推動落實的具體事項，可能

是王毅部長在『習特會』後透露的，包括將根據內
需擴大進口，從美國購買適銷對路的商品；對芬太
尼類物質的管控等。至於美方關切的結構性改革問
題，中方可能會結合自身改革進展提出方案。」白

明說。
「習特會」後，金融市場信心普遍回暖。但不少

分析認為，90天磋商期較短，中美雙方一系列較大
分歧難達共識。加之，特朗普指派了美國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取代美財長姆努欽
（Steven Terner Mnuchin），為接下來中美貿易談
判的代表，這加劇了一些人的悲觀情緒。對此，白
明認為，不管美方談判代表是誰，都是在特朗普總
統領導下，是代表白宮的利益，並無本質差別。
另外，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在推特表示，不排除

延長休戰期的可能性。
白明表示，中美談判內容複雜，以一種通牒式的

方式制定一個截止時間點，顯然不利於談判的開
展。只要美方願意相向而行，合理管控分歧，中美
雙方還是有希望解決這一場貿易摩擦的。

香港文匯報訊 應葡萄牙總統德索薩邀請，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二（4日）開始對葡萄牙
進行正式國事訪問。這是中國國家元首時隔8年
再次訪問葡萄牙。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發表「國際
銳評」專欄文章指出，在中葡建交即將迎來40周
年之際，習近平此訪將掀開中葡關係發展的新篇
章。
文章指出，基於良好的政治關係，中葡經貿合
作更加助力雙方關係的發展。儘管近年來國際貿易
投資形勢嚴峻，但中葡貿易投資卻保持了快速發展
勢頭：中國是葡萄牙在亞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在

葡萄牙遭遇歐元區債務危機衝擊、急需外資投入以
提振其經濟的背景下，中國對葡投資增長迅速，葡
萄牙已成為中國對歐盟投資的主要國家之一。文章
分析說，葡萄牙是歐盟成員國，也是長期以來支持
中歐合作最為積極的成員國之一。中葡合作既遵循
中歐合作的原則和方向，也都在通過這一合作進一
步充實中歐關係的內涵。
除深化中歐合作內涵之外，中葡兩國目前正通
過開展第三方合作，在帶動和加強中國、葡萄牙與
其他葡語國家的合作。由於歷史原因，目前全球有
包括葡萄牙、巴西、安哥拉等在內的9個國家使用

葡萄牙語，總人口達2.5億，分佈在歐洲、亞洲、
非洲和拉美。它們成立了「葡語國家共同體」
（CPLP）並開展了政治、經濟合作和社會交流。
中葡合作正通過語言和文化紐帶延伸並拓展至其他
葡語國家。
文章強調，在當前世界格局面臨重大挑戰、中
歐關係亟待更新動力、「一帶一路」共建方興未艾
之際，習近平主席對葡萄牙的首訪不僅將為兩國關
係發展翻開新的篇章，也將為中歐關係注入新的動
力，為世界經濟的復甦和國際形勢的穩定提供更多
確定性。

葡民眾高呼歡迎習主席*(*(

央廣電：開啟中葡關係新篇章

商務部：中美會晤成功 共識盡快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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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12月4日，習近平同葡萄牙總統德索
薩舉行會談。

中葡友好源遠流長
習近平指出，中葡友好交往源遠流長，雙邊關
係歷經國際風雲變幻考驗，一直健康穩定發展。中
方讚賞葡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願同葡方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繼續相互理解和支
持。雙方要密切高層交往，加強兩國政府、立法機
構、政黨、地方、民間交流，深化政治互信，築牢
兩國友好政治根基。
習近平並指出，雙方要以簽署中葡政府間共建
「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為契機，全面加強
「一帶一路」框架內合作，促進互聯互通。雙方要
擴大務實合作，做大做強現有項目，擴大雙邊貿易
往來，營造更多合作增長點。雙方要加強多邊協
調，密切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和配合，
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

葡方：盼建「帶路」陸海樞紐

德索薩表示，葡萄牙期待深化同中國在經貿、
金融、人文等領域交流合作，歡迎中國企業擴大對
葡投資。葡萄牙支持「一帶一路」倡議，願成為陸
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在歐洲的樞紐。葡中在
許多國際問題上立場相近，都支持多邊主義，反對
單邊主義，支持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要密切
在多邊機構的協調。葡萄牙支持加強歐中關係，願
繼續深化葡語國家同中國的合作。
當地時間5日，習近平在里斯本會見葡萄牙總

理科斯塔。習近平指出，中葡關係正步入歷史最
好時期，面臨新的發展機遇。中方願同葡方一道
努力，推動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不斷邁上新台
階。

中方：加強兩國高層往來
習近平強調，雙方要加強高層往來和各層級各
領域交流，推動中葡共建「一帶一路」取得更多務
實成果，為亞歐大陸互聯互通發揮積極作用。雙方
要拓展金融、投資、航空、汽車、新能源等領域合
作，推動更多合作項目落地生根，並拓展第三方市

場，實現互利多贏。要擴大文化、教育、旅遊、科
技、醫藥等領域合作。要密切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
和配合，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反對
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希望葡方繼續發揮積極作
用，推動中歐關係沿着正確方向向前發展。
科斯塔表示，葡方感謝中方對葡方維護金融穩
定給予的支持。葡方主張開放合作和自由貿易，
願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這一倡議有利於
加強亞歐互聯互通和亞歐夥伴信任，促進全球貿
易，給世界人民帶來福祉。葡方願同中方深化基
礎設施、金融、汽車、科技等領域合作。葡方歡
迎中國投資，增加在葡生產製造，並通過中葡論
壇擴大與非洲等地三方合作。葡方願同中方密切
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事務中的溝通協調，共同
維護多邊主義。葡方願為增進歐中互信與合作發
揮更大作用。
會見後，兩國領導人共同見證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與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共同推進「一帶
一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等多項雙邊合作文件的
簽署。兩國領導人還共同會見了記者。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
及外交部網站消息，針對「美
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
peo）在演講中將中國比作
『壞人（Bad Actor）』」一
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
日表示，美方這一最新表態與
不久前中美元首會晤的精神不
符，希望美方能與中方相向而
行，按照兩國元首達成的共
識，共同促進中美關係健康穩
定發展。

雙方一致認同互利合作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

者問：據報道，4日，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在演講中稱，美國
正尋求建立一個新的民主世界
秩序。在這個新秩序中，美國
將會通過強化或摒棄有關國際
條約阻遏中國等「壞人」。中
方對此有何回應？
耿爽表示，美方的這一最新

表態與不久前中美元首會晤的
精神不符。幾天前，中美兩國
元首剛剛在G20峰會期間成功
舉行會晤，達成重要共識。除

了大家關心的經貿問題，雙方
還一致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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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媒體都報道了，當
會晤結束時，房間裡響起了掌
聲。不知當時鼓掌的人現在說
出這番話是何用意？

中方堅定捍衛多邊主義
耿爽指出，關於中國在國際

社會上的地位和作用，中方一
直強調，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建
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
際秩序的維護者。中方始終堅
定捍衛多邊主義，維護以規則
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
為核心的多邊體系，致力於推
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
耿爽表示，一段時間以來，

美方打着「美國優先」的旗
號，揮舞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
大棒，擾亂國際秩序，先後退
出一系列國際組織和國際條
約，國際社會看得非常清楚。

蓬佩奧演講將中國比作「壞人」

外交部斥：與中美元首會晤精神不符

■■國家主席習近平夫婦在葡萄牙里斯國家主席習近平夫婦在葡萄牙里斯
本會見葡萄牙總統德索薩本會見葡萄牙總統德索薩。。 路透社路透社

中葡聯合聲明（摘要）

■ 習近平主席邀請德索薩總統出席2019年
4月在北京舉辦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
際合作高峰論壇並對中國進行國事訪
問，德索薩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 雙方願繼續支持澳門發揮中國與葡語國
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作用

■ 葡萄牙歡迎並願參與中國提出的共建
「一帶一路」倡議，雙方決定簽署兩國
政府關於共同推進建設「一帶一路」的
諒解備忘錄

■雙方將於2019年互辦「文化節」

■ 雙方發展中葡「藍色夥伴關係」，實施
海洋合作聯合行動框架計劃，推動兩國
海洋經濟發展

■ 雙方支持開放型世界經濟，反對任何形
式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承諾在多邊
貿易體制框架下，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
化、便利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

時間12月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葡萄

牙總統德索薩舉行會談。兩國元首一致

同意，要以簽署中葡政府間共建「一帶

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為契機，全面加

強「一帶一路」框架內合作，營造更多

合作增長點。當地時間5日，習近平在

葡萄牙里斯本分別會見了葡萄牙總理科

斯塔、葡萄牙議會議長羅德里格斯。在

會見科斯塔時，習近平指出，中葡雙邊

貿易呈現良好增長勢頭，重點領域投資

合作順利推進。中葡關係正步入歷史最

好時期，面臨新的發展機

遇。中方願同葡方一道努

力，推動兩國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不斷邁上新台

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