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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創對外貿易關係 美專家憂失經濟主導權

濫開經濟戰 美自損地位
特朗普「救票」
承諾補貼農民1100億元

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糾紛近日再次
升級，加上中東地緣政局緊張，令
全球金融市場人心惶惶。《華爾街
日報》分析指出，美國近期濫用關

美國農民一向為總統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亦是
他明年爭取連任的重要票源，但特朗普挑起中美貿
易戰，令美國農民深受打擊，特朗普為保住選票，
前日表示華府計劃提供 150 億美元(約 1,177 億港
元)，補貼因中國向美方加徵關稅而受影響的農
民，但未提及補貼細節。

稅、制裁等「經濟武器」，可能損
害投資者信心，最終導致其他國家
撤出美國市場，長遠恐削弱美國對
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

加拿大批扭曲市場

國軍力在全球首屈一指，然而在實戰
應用的機會不多，華府現時主要運用
經濟戰。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不滿貿易
逆差過大，於是向中國、加拿大、墨西哥和
歐盟等貿易夥伴加徵關稅，若對方拒絕接受
美國的貿易要求，華府便以增加關稅施壓。

美

大豆為美國最重要的出口農產品，但對中國的大
豆出口額去年跌至 16 年來新低，在中美貿易戰持
續升級下，美國大豆期貨價格前日更跌至 10 年來
低位。美國農業部去年已為受貿易戰影響的農民，
提供 120億美元(約942億港元)補貼，特朗普前日公
佈第二輪補貼計劃，稱由於中國政府可能推出反制
措施，向美國農產品加徵關稅，故美方會在向進口
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款項中，將小部分補貼予農
民。但路透社指出，美國不少農民其實希望中美貿
易糾紛盡快平息。
另外，特朗普日前承諾，華府將購買中國通常入
口的美國農產品，改為出口至貧窮國家，但加拿大
農業部長畢博認為這項措施難以執行，批評此舉只
會扭曲農產品市場，需透過多邊合作才能解決問
題。
■路透社

經濟戰有代價 改變貿易版圖

■特朗普在 G20 峰會
未有停步與阿根廷總
統合照。
統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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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
■受貿易戰影響，美股

美聯社

蠶食美元地位 歐盟另起爐灶
此外，當美國動輒向其他國家追加制裁，
與該些國家交易的企業為避開制裁，便會尋
求在其他金融市場結算，甚至改為使用美元
以外的貨幣交易。霍馬茨指出，現時美元仍
在國際貿易佔主導地位，但隨着華府不斷濫
用經濟工具，美元的地位長遠可能逐漸受蠶
食。
歐盟早前已宣佈自行成立結算系統，容許
企業繼續與伊朗貿易，中國也在國際推廣人
民幣結算。美國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TPP)後，餘下 11 個環太平洋
國家亦自行締結「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及
進展協定」(CPTPP)，可見美國的經濟戰正
產生負面效果，逐漸削弱自身影響力。卡內
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布蘭克警告，
一旦有足夠多的持份者決定不再依賴美國，
甚至另起爐灶，美國的經濟工具效果將大打
折扣。
■綜合報道

■不少美國農
民希望中美能
化解分歧。
網上圖片

《華郵》
：亂用商業策略縮談判空間
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聲稱，中國在貿
易談判的
最後一刻試圖修改協議，令談判陷入
僵局，故他
才上調對進口中國貨品的關稅。不過
《華盛頓郵
報》分析指出，特朗普行事反覆無常
，曾與特朗
普交手的紐約地產商人透露，特朗普
的談判策
略，往往是在對方以為將要談妥之際
，突然展示
強硬立場，藉此爭取有利的協議，故
特朗普今次
可能故伎重施，認為其說法並不可信
。
《華郵》指出，特朗普的談判策略或
許適用於
籌碼不足的地產商人，但中國是世界
第二大經濟
體，國力強盛，自然不會輕易讓步，
倘若特朗普

定期使用「年年春」，因而患
上淋巴癌。法院裁定兩人分別
獲 1,800 萬美元(約 1.4 億港元)
和 3,700 萬美元(約 2.9 億港元)
補償性賠償，另各獲得 10 億
美元(約 78 億港元)懲罰性賠
償。陪審團認為「年年春」的
■ 皮利奧德
皮利奧德(( 左) 和艾伯 產品設計有缺陷，但孟山都未
塔(右)勝訴
勝訴。
。
美聯社 有向消費者警告其致癌風險。
拜耳發聲明指，對法院判決感
美國加州法院一個陪審團前日裁 到失望，將提出上訴，稱美國環境
定，德國化工及製藥巨企拜耳旗下 保護局已認為「嘉磷塞」不會構成
的除草劑產品「年年春」(Round- 公共健康風險。
up)，其主要成分「嘉磷塞」有致癌
不過，美國最高法院曾發出指
風險，導致美國一對夫婦罹患淋巴 引，懲罰性與補償性的賠償額應維
瘤，下令拜耳需向兩人賠償逾 20 億 持9比1的比例，意味今次訴訟案的
美元(約 157 億港元)。拜耳去年收購 最終賠償額可能有變。加州一名校
美國農業化學品企業孟山都後，同 工早前曾控告孟山都的「年年春」
時承擔涉及後者旗下產品「年年 導致他患癌，法院去年 8 月裁定他
春」的 1.34 萬宗訴訟，今次是第 3 可獲賠 2.89 億美元(約 23 億港元)，
宗敗訴個案，亦是至今最高賠償金 但賠償額最後下調至 7,800 萬美元
額。
(約 6.1 億港元)，案件現已進入上訴
原告人皮利奧德及其妻子艾伯塔 程序。
指出，在 1975 至 2011 年間於寓所
■綜合報道

美國 5 名曾遭神父性侵的男子
前日透過律師表示，約 3,400 名
天主教神職人員過往涉及孌童，
但教廷多年來將其身份保密，計
劃入稟控告梵蒂岡，要求教廷公
開這些人士的身份。教宗方濟各
日前下令全球所有教區設立機
制，以舉報性侵案及隱瞞情況，
但機制只列明需向教廷高層舉報
而非警方，被批評「自己人查自
己人」，無法清除害群之馬。
梵蒂岡在 2014 年曾公開涉及
孌童的神職人員數目，稱教廷自
2004 年 起 的 10 年 間 ， 接 獲 逾
3,400 宗相關個案，已將涉嫌猥
褻侵犯兒童的 848 名神職人員解
除職務，另外 2,572 人受到較輕
的懲罰，但均未有公開這些人士
身份。
今次 5 名擬控告教廷的性侵受
害人，其中 3 人曾遭明尼蘇達州
前神父韋邁耶性侵，直至 2012
年。教會高層在 2009 年擢升韋
邁耶時，已知他行為不檢，如至
少兩次嫖男妓，但未有向韋邁耶
服務的教友作出警告。代表 5 人
的律師安德森表示，希望透過今
次訴訟，迫使教廷公開孌童神職
人員身份，並證明教會高層掩飾
事件。
■美聯社/法新社

促公開孌童神職人員身份
受害人擬告梵蒂岡

拜耳除草劑致癌案
美夫婦獲賠 157 億

以為可照辦煮碗，將商場上的談判伎
倆應用於國
際外交層面，明顯反映他對如何處理
國家之間的
貿易紛爭毫無頭緒。
《華郵》認為，特朗普肆意加徵關稅
，令中美
貿易關係緊張，雙方讓步空間只會愈
收愈窄，即
使兩國最終達成貿易協議，其條款亦
不會符合特
朗普最初的期望。若未能達成協議，
關稅成本將
轉嫁至美國消費者，特朗普亦極可能
加強向聯儲
局施壓減息，避免美國經濟受貿易戰
影響而步入
衰退，令金融市場動盪。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加強對伊
朗施壓，繼日前宣佈將在中東部
署航空母艦戰鬥群和愛國者導彈
攔截系統後，據《紐約時報》前
日報道，華府高層在上周四的會
議中，曾討論一旦伊朗攻擊美軍
或加快發展核武，便可能派出
12 萬大軍到中東，但預計需數
周以至數月才能完成部署。
報道稱，立場鷹派的美國國家
安全顧問博爾頓，提出修訂針對
伊朗的軍事計劃，博爾頓、中情
局局長哈斯佩爾、國家情報總監
科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
德上周四出席會議，署理國防部
長沙納漢在會上提出新方案，選
項 之 一 是 派 出 12 萬 兵 力 到 中
東，數目與美國在 2003 年入侵
伊拉克相若，但重申只是因應伊
朗的威脅，目前無意入侵伊朗。
暫未知特朗普是否已聽取軍事計
劃匯報。
另外，兩艘沙特阿拉伯運油輪
日前在霍爾木茲海峽遇襲，華府
表示經美軍初步評估後，相信是
伊朗或其代理人炸毀油輪。特朗
普警告，若伊朗攻擊美國在區內
的利益，將承受嚴重後果。
■綜合報道

施壓伊朗
美擬向中東派 萬兵

對於朝鮮、伊朗以至委內瑞拉，美國則不
斷升級制裁，企圖迫使對方改變政策或政府
倒台，包括早前宣佈制裁伊朗工業金屬製
品，並警告制裁與伊朗有商業往來的企業，
藉此截斷伊朗的國際貿易，朝鮮和委內瑞拉
多名官員亦被嚴厲制裁。
由於美國經濟規模龐大，其經濟戰至今有
一定效果，伊朗本幣里亞爾幣值近期持續下
滑，委內瑞拉更陷入經濟崩潰，物資嚴重短
缺。同時，美國經濟維持穩健增長，美元的
國際交易及儲備貨幣地位亦不受影響，關稅
和制裁看似對美國有利。
然而白宮前國際經濟顧問霍馬茨警告，經
濟戰並非毫無代價，當美國不斷運用經濟手
段打擊其他國家，實際上也在製造不可靠的
形象，貿易夥伴將尋求與其他國家合作，即
使制裁或額外關稅獲解除，昔日的貿易關係
也難以重建。以美中貿易糾紛為例，美國加
徵對華關稅後，中國亦向美國大豆和穀物等
產品實施報復性關稅，最終導致中國轉向其
他國家進口，改變國際貿易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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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人類最深潛航
垃圾捷足先登
■深海疑似發現塑膠垃
圾(紅圈
紅圈))。
網上圖片

海洋生
■團隊亦發現疑似新品種
圖片
網上
物。
海洋塑膠垃圾污染日益嚴重，近
乎無孔不入。美國深潛探索家韋斯
科沃近日在位處太平洋的全球最深
海溝馬里亞納海溝，深潛至 3.58 萬
呎，打破人類潛航深度紀錄，赫然
在海溝深處發現塑膠垃圾。
人類至今已 3 次深潛至馬里亞納海
溝，包括荷里活金像導演占士金馬
倫在 2012 年潛至 3.57 萬呎。韋斯科
沃原本計劃在今次深潛中，蒐集生
物和石頭樣本，但在海溝深處竟發

現塑膠垃圾。他對於海洋深處仍無
法避過塑膠垃圾污染感到非常失
望，希望今次發現能引起外界關注
這問題，並促使各國政府加強監
管，強調「海洋並非一個大型垃圾
池」。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