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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促美回歸貿談正軌達雙贏
外交部回應美威脅再加徵關稅：有決心能力捍衛合法權益

有記者提問，連日來，美方多次威
脅將對價值約3,000億美元中國

輸美產品加徵關稅，13日又稱將於6月
17日就此舉行聽證會。中方對此有何
評論？耿爽表示，中方一再表示，加
徵關稅解決不了問題，發起貿易戰只
會損人害己。對貿易戰中國不想打、
不願打，但也絕不怕打。我們不會屈
從於任何外部壓力，有決心、有能力
捍衛自身合法正當權益。

反制體現中方決心
他說，大家不妨回顧一下，去年4
月，美方首次宣佈對中國輸美產品加
徵關稅，中方立即作出強力回應。此

後，美方不斷發出新的威脅，幾次正
式實施加徵關稅措施，中方都予以了
堅決反制。
上周，美方威脅要將對中國2,000億
輸美產品加徵關稅的稅率由10%上調
至25%，引起國際社會的一片譁然和
金融市場的劇烈反應。對此，我們明
確表示，類似的情況以前多次出現。
中方的立場態度十分明確，美方也非
常清楚。我們還呼籲美方改弦更張，
與中方相向而行，爭取達成互利雙贏
的協議。
他表示，對中方的這種冷靜淡定和
建設性姿態，國際社會普遍高度讚
賞。此後，中方團隊依然赴美磋商，

以負責任的舉動展現出推動解決分歧
的最大誠意。但美方有些人似乎對形
勢產生了誤判，低估了中方捍衛自身
權益的決心和能力，繼續混淆視聽，
一味漫天要價。對此中方當然要明確
拒絕，堅決反對。
耿爽說，5月10日，美方正式宣佈對

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25%關稅。
13日，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也
宣佈了中方的相關舉措。這體現了中
方捍衛多邊貿易體制、捍衛自身合法
權益的決心和意志。對於美方的反覆
無常和極限施壓，中方始終保持冷靜
和淡定。我們奉勸美方看一看國際社
會的反應，聽一聽各界人士的呼聲，
算一算自身利益的得失，早日認清形
勢，回歸正軌，同中方相向而行，爭
取在相互尊重基礎上達成一個互利雙
贏的協議。

協議未成何來違諾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美國總統特
朗普發推特稱，在中美兩國經貿磋商
已完成95%的情況下，中方卻收回了
部分承諾。有評論稱，美方有關言論

的言下之意是中方在磋商中立場倒
退，導致目前的磋商出現了挫折。中
方對此有何評論？
耿爽表示，第一，磋商本身是討論

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雙方有不同意
見完全正常，這也正是繼續磋商的原
因。在磋商尚未結束，協議尚未達成
的情況下，何來違背承諾之說？
第二，縱觀十一輪中美經貿磋商，

究竟是誰在反覆無常，誰在出爾反
爾，大家查閱一下以前的新聞就清清
楚楚。去年5月，中美雙方就經貿問題
達成多項共識，在華盛頓發表聯合聲
明。但幾天之後，美方就背棄了雙方
共識。去年12月，中美雙方就中方對
美貿易採購數字達成共識，但美方在
此後的磋商中又肆意抬高要價。所
以，立場倒退、違背承諾的帽子絕對
扣不到中方頭上。
第三，達成協議需要雙方共同努

力。中方一貫重信守諾，在磋商中展
現出了最大的誠意和善意。我們希望
美方能與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誠信守諾的基礎上，
爭取達成一個互利雙贏的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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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
間5月13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
索契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共同會見記
者。有記者問王毅如何展望中美經貿磋商
前景。王毅表示，經過雙方共同努力，中
美經貿談判已取得重要和實質進展，同時
也面臨需要認真對待和解決的難題。在此
情況下，單方面指責另一方毫無意義，把
責任推諉給另一方更不可取，而試圖極限
施壓，只會引發正當的反擊。中方的舉措
不僅是在維護自身應有權益，也是在維護
多邊貿易機制的基本規則。
王毅說，中美分別是世界第二和第一大

經濟體，中美經貿關係的走向不僅關係兩
國自身的發展，也關乎世界經濟的前景。
我們相信，只要這一談判符合中國改革開
放的大方向，符合中國致力於高質量發展
的根本需求，符合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和
長遠利益，雙方的談判團隊就有能力、也
有智慧解決好各自合理需求，最終達成一
份互利雙贏的協議。

應積極良性互動
王毅強調，談判不是單行道，應當建立

在平等的基礎之上。不能指望一方只能接
受另一方的要求。中國在與任何國家談判
時都必須堅持維護國家的主權、維護人民
的利益、維護民族的尊嚴。這些原則和底
線過去我們堅持，現在乃至今後我們仍然
要堅持。
王毅又表示，中俄美同為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
大國。面對層出不窮的全球性挑戰，我們
應當做的是本着積極和包容的心態開展良
性互動，盡可能地消除不必要的猜忌和誤
解，不斷擴大彼此的合作面，共同履行維
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義務，共同承擔
促進全球發展繁榮的歷史使命。在這方
面，中俄關係已經為國際社會樹立了範
例。我們願意同包括美方在內的世界大國
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妥處分歧，加強合
作，為世界爭取更多的和平、安全和穩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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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
者昨日從商務部獲悉，中國已向世
貿組織（WTO）提交了關於世貿組
織改革的建議文件，提出改革的四
方面重點領域。商務部有關負責人
就此發表談話，表示願與各方共同
推動改革取得進展，使世貿組織在
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籲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日內瓦時間5月13日，中國正式

向世貿組織提交《中國關於世貿組
織改革的建議文件》。商務部世貿
司負責人表示，在文件中，中方提
出世貿組織改革四個方面重點行動

領域：一是解決危及世貿組織生存
的關鍵和緊迫性問題；二是增加世
貿組織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相關
性；三是提高世貿組織的運行效
率；四是增強多邊貿易體制的包容
性。中方就上述領域的具體問題提
出了細化建議。
該負責人表示，當前世界經濟格

局深刻調整，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
頭，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多邊貿易
體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受到嚴重挑
戰。同時，世貿組織自身談判進展緩
慢，機構運行效率亟待提高，貿易政
策透明度也有待加強。在此背景下，
中國支持對世貿組織進行必要改革，

幫助世貿組織解決當前危機、回應時
代發展需要，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
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G20峰會達成重要共識
中國於去年11月發佈了關於世貿

組織改革的立場文件，闡述了中國對
世貿組織改革的基本原則和具體主
張。立場文件發佈後不久，二十國集
團（G20）領導人峰會就支持對世貿
組織進行必要改革達成重要共識。
該負責人說，此後半年時間，中

國在參與世貿組織改革方面進一步
做出積極努力和重要貢獻。比如，
中國與多個世貿組織成員共同向世

貿組織提交了「關於爭端解決上訴
程序改革」的聯合提案，為推動打
破上訴機構成員遴選僵局貢獻力
量。中國還與其他75個世貿組織成
員發表了《關於電子商務的聯合聲
明》，確認有意在世貿組織現有協
定和框架基礎上，啟動與貿易有關
的電子商務議題談判。在上述工作
的基礎上，中國制定了關於世貿組
織改革的建議文件。
該負責人表示，中方願與各方就

建議文件進一步交換意見，共同推
動世貿組織改革取得進展，重塑世
貿組織權威性和有效性，使其在全
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倡WTO四方面改革

按照過往經驗，
政治話題往往很難
在社交媒體上成為
「爆點」，人們在

茶餘飯後往往更願意談論家長里
短、明星八卦，而非國家大事。
不過，13日新聞聯播裡，主持人
康輝播讀一條關於中美貿易戰的
「國際銳評」專欄評論，不僅登
上微博熱搜榜第一位，在朋友圈
也引發廣泛轉發和點讚。

在網絡中，網友們經常戲言中
國為「我兔」，這背後可能有多

種原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更喜歡以理
服人，從不咄咄逼人。此次「國
際銳評」中犀利的觀點、堅定的
態度——中國已做好全面應對的
準備，如果美方執意繼續加徵關
稅，中國必然會堅決反制——這
種強硬發聲的方式，讓網友們
「眼前一亮」：「我兔」也有霸
氣側漏的一天。

另一方面，網友們的熱議與點
讚也顯示出，大家對中國政府亮
明態度「談，大門敞開；打，奉

陪到底」的聲援與力挺，有網友
們還發表了「中國不惹事，但也
絕不怕事」、「打，我將奉獻我
的青春」、「就是要硬氣，加
油！」等評論。

確實，美國人極限施壓的態度以
及單方面挑起貿易摩擦的霸凌做
法，讓很多人內心都憋着一股勁
兒：不要看我們不吭聲就好欺負，
兔子急了也是會咬人的，中方祭出
的反制措施一定會讓美國疼起來。

還有更多網友則表示，要靠自
己的努力工作，為祖國做貢獻。

正如此次「國際銳評」中所言，
經歷了五千多年風風雨雨的中華
民族，什麼樣的陣勢沒見過？中
美貿易戰也許會成為中國成長道
路上的一個坎兒，但它絕不可能
阻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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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
有足夠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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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評

香港文匯報訊 在美方提出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
25%關稅後，為捍衛多邊貿易體制，捍衛自身合法權益，中方不
得不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調整加徵關稅措施。談，大門
敞開；打，奉陪到底。中國的態度一直鮮明而堅定。
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國際上有識之士普遍認為，今日的
中國經濟韌性強、市場潛力足、迴旋餘地大，正在高質量發展的
道路上闊步前進。得道多助，無論是戰略機遇期的「時」，還是
上升發展階段的「勢」，顯然都偏向中國這一方。中國經濟發
展，有足夠底氣。
文章分析指出，中國經濟的底氣，來自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
世界第一大市場的廣闊空間和巨大的人口人才紅利。中國經濟的
底氣，來自持續不斷並富有成效的改革創新。2018年，在世界知
識產權組織等權威機構推出的全球創新指數排行榜上，中國排名
第十七，是進入前20名的唯一發展中國家。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
創新性產品、以5G為代表的創新性互聯網技術、以新媒體等為代
表的新興服務產業……一大批創新性產品和創新性技術正在成為
推動中國經濟前行的強大動力。
中國經濟的底氣，來自不可阻擋的經濟全球化潮流。在新一輪
更高水平的開放進程中，中國正以積極主動的姿態融入世界，尤
其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攜手沿線各國走出了一條
互利共贏的康莊大道。
中國經濟的底氣，更來自於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
強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制度優勢。70年來，中國這個
「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和社會變革的實驗室」，一直刷新着世界對
現代化發展路徑的理念和認識，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一系
列錯綜複雜的局勢下，中國成功地駕馭了宏觀經濟發展的大局，
有效地應對和化解了各種風險挑戰，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邁
出了中國經濟發展鏗鏘有力的步伐，實現從「趕上時代」向「引
領時代」的偉大跨越。
文章強調，今日的中國，有充足的底氣和定力，更有足夠的條件

和能力，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引領中國經濟繼續行穩致遠。今日的中
國，有充足的手段，更有廣闊的空間應對貿易摩擦、進行戰略周旋。
貿易戰打不垮中國。相反，中國只會在磨礪中不斷成長和強大！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55月月1313日日，，在俄羅斯索契在俄羅斯索契，，中國國務中國國務
委員兼外長王毅委員兼外長王毅（（左左））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舉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舉
行會談前握手行會談前握手。。 新華社新華社

■■對於美國威脅再加徵關稅對於美國威脅再加徵關稅，，外交部表示外交部表示，，中方有決心有能力捍衛合法權益中方有決心有能力捍衛合法權益。。圖為福特汽圖為福特汽
車與長安汽車合作的哈爾濱工廠生產線車與長安汽車合作的哈爾濱工廠生產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