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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應約同美財長貿易代表通話
討論經貿磋商時間表 促落實中美元首會晤共識

外國前政要盛讚中國改革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10
日至11日，主題為「改革開放與合作共贏」的
2018從都國際論壇在廣州舉行，200餘位外國
前政要和國際組織負責人、中外專家學者、商
界領袖等出席。探討、總結中國改革開放的經
驗做法以及借鑒意義，建言推動國際合作和多
邊主義，成為大會熱點。與會外國前政要紛紛
表示，中國改革開放惠及本國和全球，十分具
有借鑒意義。
本屆論壇由澳中友好交流協會、中國人民對
外友好協會、廣東省人民政府和世界領袖聯盟
聯合舉辦。為期兩天的論壇會議中，參會外國
前政要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成就高度評
價，對有關國際問題積極建言。
新西蘭前總理珍妮·希普利表示，中國改革
開放成就舉世矚目，惠及本國和全球。「我認
為探討世界未來40年甚至更長時間，中國改革
開放具有很好的參考和借鑒意義。目前，一些
全球性挑戰暫時沒有找到解決方案，我認為，
有些可以從中國這裡找到答案。」

阿富汗前總統卡爾扎伊表示，目前，成百上
千的阿富汗人到中國來學習，學習中文，他們
認為這和學習英語法語是一樣的重要。「這就
是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結果，40年的歷程，也
給我們帶來新的機遇和遠景，能夠看到共
贏。」

專注經濟建設 中非合作開啟新範式
莫桑比克前總統希薩諾則想分享的是中國在

促進全球平等穩定方面的貢獻。他指出，聯合
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如果非洲不實現，全
球也就受影響。而當前，中國在非洲扮演非常
重要的角色。「中國和我們的合作，把政治放
一邊，專注經濟建設，不把一些理念強加給非
洲，我認為這種合作開啟了一個新的範式。」
希薩諾同時指出，目前，有一些聲音對中非

和中國對非援助合作有曲解。「有人說這造成
我們債台高築，但我認為，基礎設施落後，就
沒有發展的基礎。」
對於此次2018從都國際論壇的舉辦，澳中友

好交流協會會長周澤榮表示，論壇適逢其時，
意義不凡。當今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不穩定
性，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
但變革會催生新的機遇。歷史已經證明只有堅
持開放合作，才能獲得更多發展機遇和重大發
展空間。自我封閉只會失去世界，最終也會迷
失自己。
昨日，「2018從都國際論壇」在廣州從都國

際會議中心閉幕，並發佈了《從都倡議》。
《從都倡議》指出，2014年以來，從都國際論
壇已成為中國與世界各國開展對話的重要平
台。與會政要和嘉賓高度評價習近平主席2013
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內在價值，強調
了多邊主義和基於規則的治理的重要性。

■2018從都國際論壇在廣州舉行。與會外國前
政要紛紛盛讚中國改革開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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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談「一帶一路」》出版發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黨

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的《習近平談「一帶一
路」》一書，已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即日
起在全國發行。這部專題文集以2013年9月7
日習近平同志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
演講的一部分《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
帶」》為開卷篇，以2018年7月10日習近平同
志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
講話的一部分《加強戰略和行動對接，攜手推
進「一帶一路」建設》為收卷篇，收入習近平
同志論述「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文稿42篇，
約13萬字。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統籌國內國際兩個

大局，深刻觀察和思考世界形勢，順應時代潮
流，適應發展規律，首倡「一帶一路」，得到
國際社會特別是沿線國家積極響應。
作為擴大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共建「一帶

一路」正在成為中國參與全球開放合作、改善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繁榮、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習近平
同志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原則、豐富內
涵、目標路徑等進行深刻闡述，為推動共建
「一帶一路」走深走實、行穩致遠，造福沿線
國家人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指明了
正確方向，勾畫了宏偉藍圖，提供了重要遵
循。

對此，外貿領域專家向香港文匯報指出，可
以看出，儘管近期發生了一些影響中美關

係的「小插曲」，但是兩國貿易談判並沒有因
此受此影響，仍將按照兩國元首會晤時達成的
共識穩步推進。
據《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這三
位高級官員在通話中討論了中國購買美國農產
品和調整中國基本經濟政策等內容。知情人士
沒有提供更多細節。

學者：雙方均有意願停止貿戰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
明表示，可以看出，中美新一輪貿易談判正在
按照兩國元首會晤時制定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穩
步推進。中美雙方都有意願停止這場貿易戰。
「美國三季度經濟數據並不是很理想，美國股
市近期的下跌也反映出市場對美國經濟四季度

的信心不足，加之特朗普在中期選舉中丟掉了
眾議院，明年特朗普執政的壓力會越來越
大。」
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1至10月美國對華出

口額為1,025億美元，比去年同期減少近10億
美元，同期對華進口額增加了近350億美元，
至4,470億美元。有分析指出，如果這種勢頭延
續，那麼到今年底美國貿易逆差將首次達到
6,000億美元。這也將意味着，自2017年1月特
朗普上任以來，貿易逆差擴大了超過1,000億美
元，即五分之一。

美零售商憂關稅影響價格
反對特朗普新關稅的商業和農業游說團體

Tariffs Hurt the Heartland的一項最新統計顯
示，10月份美國公司支付的62億美元關稅不僅
高於9月的44億美元，還比去年同期的31億美

元翻了一倍有餘，直接創下史上最大月度關稅
收取金額紀錄。
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在其最新報告中表示：

「展望2019年，零售商對關稅增加對價格產生
的影響表示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如果這種不確定
性超過一定程度，他們將把增加的價格轉嫁給消
費者。」
對於華為公司全球首席財務官(CFO)孟晚舟近

日在溫哥華被捕，並有可能被引渡至美國，從
而引發的中美關係緊張的憂慮，白明認為，這
可能只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小插曲，從中美經
貿磋商牽頭人如期通話看，類似事件並不會影
響貿易談判的推進。
此前，被特朗普指派為新一輪中美貿易磋商牽

頭人的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談及華為首席財
務官孟晚舟被捕一事時稱，「應該不會對貿易談
判產生切實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昨日透露，中央政治局委

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經貿磋商牽頭人劉鶴應約與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貿

易代表萊特希澤當天通電話。雙方就落實兩國元首會晤共識、推進下一步經貿

磋商工作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交換了意見。此舉也宣告揭開了中美兩國最新一輪

貿易談判的序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美貿易摩擦牽動各
方神經。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昨日在北京表示，中美作為
社會制度、歷史文化、發展水平不同的兩個大國，相互間難免
出現這樣那樣的分歧，現在的問題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解決。
同時，由於雙方交往日益密切，利益高度融合，中美之間也不
可能完全「脫鈎」，彼此隔絕。他強調，合則兩利，鬥則俱
傷。中美如合作，則造福兩國，惠及世界；中美如對抗，則沒
有贏家，還將殃及全球。
王毅昨日出席2018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並發

表演講。談到中美關係時，王毅指出，中美關係牽動世界目
光，關乎各國利益。面對美方挑起貿易摩擦等消極動向，中方
堅定捍衛國家利益、民族尊嚴和發展權利，堅定維護以規則為
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堅定奉行相互尊重、平等誠信的對話解
決方式。
王毅介紹，不久前，習近平主席同特朗普總統在二十國集團

領導人峰會期間舉行會晤，雙方進行了深入戰略溝通，同意共
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為解決中美間
存在的問題、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發展作出了規劃。雙方就經貿
問題的討論富有建設性，有效阻止了經貿摩擦進一步擴大升
級，推動重回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的軌道，確立了謀求合作共贏
的共同目標，對外釋放了積極和正面預期。

兩國關係「四十而不惑」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發表建交公報40年，也是中國啟動改革

開放40年。這兩大歷史進程都對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改革
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遠遠超越了世人的想像；中美關係獲得的巨
大發展也遠遠超越了當年的預期。中國古代聖賢孔子說：「四十
而不惑」。中美交往40年來的風雨坎坷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教訓
和啟示，集中到一點就是：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王毅說，今天，中美兩國的有識之士應該穿透迷霧，確立這
一寶貴的共識，應該不受干擾，具備這一「不惑」的定力。中
國將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自身的和平發展，堅
持與各國實現合作共贏。美國應擺脫零和博弈的思維，更為積
極正面地看待中國的發展，不斷拓展互利雙贏的空間和前景。
不必人為製造新的對手，更要避免自我預言的實現。
展望新的一年，王毅表示，我們願通過平等和有誠信的協

商，把中美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轉化為實際成果。以中美
建交40周年為契機，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
係，實現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前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韓國
外交部正在與行政安全部就新設中國
局進行協商，若順利，最早可望於明
年2月成立中國局。
韓聯社昨日援引韓國政府消息人士

稱，韓國外交部正在與行政安全部就

新設中國局進行協商。目前，韓國外
交部東北亞局設有三課，一課負責對
日外交，二課及三課負責對華外交。
韓外交部曾多次推進新設中國局，但
因人員和預算不足等原因告吹。
去年「薩德」反導系統入韓引發中韓

矛盾升級後，韓國方面要求新設中國局
加強對華外交的呼聲高漲。同時，其他
鄰國也在擴充對華工作機關。
韓國外交部方面預測，若與有關部

門的協商順利進行，中國局最早有望
於明年2月許正式成立。

韓外交部擬設中國局 強化對華外交

■昨日，劉鶴應約與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左）、貿易代表萊特希澤通電
話。雙方就落實兩國元首會晤共識、推進下一步經貿磋商工作的時間表和
路線圖交換了意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
高通在中國獲得的針對蘋果的訴中臨時
禁令，蘋果公司表示，已於周一向法院
申請複議，這是對初步禁令提出上訴的
第一步；消費者仍可購買所有型號
iPhone產品。
高通前日晚間稱，福建福州中級人民

法院授予了高通針對蘋果公司四家中國
子公司提出的兩個訴中臨時禁令，要求
蘋果立即停止針對高通兩項專利的、包
括在中國進口、銷售和許諾銷售未經授

權的產品的侵權行為。相關產品包括
iPhone6S、 iPhone6S Plus、 iPhone7、
iPhone7 Plus、 iPhone8、 iPhone8 Plus
和iPhoneX。所涉的兩項專利之前已經
在專利無效程序中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知識產權局認定為有效。
高通稱，該案所涉專利使消費者能夠
調整和重設照片的大小和外觀，以及在
手機上瀏覽、尋找和退出應用時通過觸
摸屏對應用進行管理。
針對禁售，蘋果公司回應稱，「中國

消費者仍可購買所有型號的iPhone產
品。高通公司正在就他們以前從未提出
過的三項專利提出主張，包括一項已經
失效的專利，我們會通過法院尋求所有
的法律途徑。」

消費者仍可正常購買
目前，蘋果所有型號的產品在各渠道

仍正常銷售。據了解，該案涉及的專利
內容與高通賣給蘋果的設備並無關聯。
訴訟僅包括蘋果自有銷售渠道，並不包
括其他渠道。
高通和蘋果已在全球範圍打了多起專

利官司。2017年9月底，高通以三項專
利涉嫌侵權為由，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
起訴蘋果，要求禁止在中國生產和銷售
iPhone。高通稱，「蘋果公司一直從我
們的知識產權中獲益，但卻拒絕為此向
我們支付費用。這些法庭判決是對高通
廣泛的專利組合實力的進一步認可。」
對此，蘋果則表示，「試圖禁售蘋果

產品是高通公司的又一絕望舉措，該公
司的違法行為正受到世界各地監管者的
調查。」

高通在華獲「iPhone臨時禁令」蘋果：已申請複議

■■蘋果公司表蘋果公司表
示示，，已向法院已向法院
申請複議申請複議。。圖圖
為北京的蘋果為北京的蘋果
手機廣告手機廣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劉劉 鶴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攜
手－2018」中印陸軍反恐聯合訓練昨
日在四川成都正式開訓。中印山水相
連，兩軍交往頻繁。據介紹，這次聯訓
是2007年以來中印兩軍第7次反恐聯合
訓練，旨在增進了解互信、鞏固以往成
果、交流訓練經驗、探索方法路子，共
同提高聯合反恐能力，不針對第三方。
中國人民解放軍聯訓高級代表鄺德旺

少將在致辭時說，當前，全球恐怖威脅
依然嚴峻，開展國際反恐合作，符合中
印兩國共同利益，有益於聯合打擊恐怖
主義，有助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有利

於造福兩國人民。中印兩軍關係是兩國
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橋樑紐帶，相信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通過這次聯合訓
練，必將有力推動中印兩國友好務實合
作，必將進一步促進中印兩軍交往深入
發展。
此次聯訓為期14天，中印雙方參訓官

兵將打亂原有建制，混編重組為A連和
B連，按照適應性訓練、混編同訓和綜
合演練3個階段，共同完成「城鎮條件
下街區聯合反恐作戰」課題訓練。
據悉，雙方參訓官兵還將開展文體聯

誼活動，交流文化、增進感情。

中印陸軍成都反恐聯訓

■昨日，「攜手-2018」中印陸軍反恐
聯合訓練在四川成都開訓。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