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要聞A6

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

20192019年年55月月202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責任編輯：宋嘉欣 ■版面設計：余天麟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商務部本周四（16
日）在毫無實據的情況下，宣佈將中國華
為公司及其70家關聯企業列入出口管制
「實體名單」，禁止華為從美國企業購買
技術或配件。這一極限絞殺行動意在切斷
華為的命脈，阻遏中國高科技的發展，
維護美國的全球科技霸主地位。然而，
讓華盛頓意想不到的是，華為公司迅速
啟用花費十餘年投入研發的備用方案。

華為在美併購受阻
央廣電「國際銳評」專欄評論文章指

出，作為全球最大網絡設備生產商，華為
公司經過20多年的國際化發展，業務已
覆蓋170個國家，為全球三分之一以上
人口日常通信需求提供服務。但是，華
為在美國的發展卻異常崎嶇坎坷，從多
個併購項目受阻，到遭到所謂「危害美
國國家安全調查」，華為始終被排除在
美國主流運營商的網絡基礎設施門外。

相關美企股價大跌
文章指出，美國這麼做，不僅不會讓

自身更安全、更強大，反倒對與華為合
作的美國公司造成強烈衝擊，影響美國
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同時也嚴重破壞
了全球供應鏈的合作，對人類文明與科
技發展進步造成巨大戕害。比如，美國
高通、賽林思等公司是華為主要合作夥
伴，美方出口管制「禁令」一出，這些
公司的股價立即大跌，華盛頓此舉可謂
損人害己。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
默克爾等歐洲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不
會追隨美國對華為的「禁令」。這反映
出，美國為維持其科技霸權而濫用國家
力量打壓競爭對手的蠻橫做法，已經激
起了全球公憤。

充分準備「極限生存」
令人欣慰的是，面對超級大國揮出

的封殺大棒，華為早在十幾年前就有
預判，並為如何「極限生存」作了長
期艱苦和充分的準備。備用方案的啟
用，顯示出其居安思危的戰略遠見、
未雨綢繆的底線思維，以及堅忍不
拔、攻堅克難的奮鬥豪情。中國企業
與中國企業家的這種精神，正是中國
不斷攀登科技高峰的力量所在。
文章強調，華為對美國打壓的絕地反

擊，讓中國人進一步認識到居安思危的戰
略意義，進一步堅定了攻堅克難、奮鬥創
新的信念。堅守底線思維、做好自己的事
情，中國一定能衝破任何封鎖打壓，迎
來風雨之後的彩虹、陰霾過後的陽光！

18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通電話，就經貿磋商和台灣問題等強硬表態，敦促
美方不要走得太遠了。連日來，央視、新華社和人民日
報等官媒，亦接連就中美經貿磋商等問題發出有力聲

音，亮明「談，大門敞開；打，奉陪到底」的堅定原則。面對世界頭
號霸主美國，中國敢於叫板碰硬，是因為在涉及核心利益和原則問題
上，中國沒有任何可以退讓的餘地；中國硬氣回應美方的背後，正是
源於中國對自身實力和發展的信心。

關注經貿台灣伊朗問題
從中國外交部對外發佈的消息稿中可以看出，王毅與蓬佩奧通電話

重點談了三件事：經貿談判、台灣問題、伊朗問題等國際地區問題。
當前，經貿談判陷入困境，而問題的關鍵就是美方漫天要價，不斷提
出違背中方核心利益的無理要求，中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台灣問
題上，從「與台灣交往法」到「亞洲再保證倡議法」再到「2019財年
國防授權法案」和「台灣保證法」，美國也不斷大打「台灣牌」，挑
戰「一中」原則紅線。在國際地區熱點問題上，美國亦大搞「長臂管
轄」和霸凌主義，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當然要做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捍衛者。

必須維護國家正當利益
近年來，美國政府推出「印太戰略」，並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將中國

視為主要挑戰者之一。與以往明顯不同的是，美國對中國的遏制不再
僅限於政治、軍事、安全領域，還加重從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對華
全面進行圍堵。

連日來，央視電影頻道臨時調整節目時間，播出了抗美援朝老片，
引發民眾的熱烈討論，也受到外電關注。上甘嶺戰役改變了朝鮮戰爭
的形勢。正如《上甘嶺》主題歌《我的祖國》所唱，「朋友來了，有
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牠的有獵槍。」面對各種極限式的無理
打壓，中方必須維護國家的正當利益，響應人民的普遍呼聲。事實
上，任何國家的發展從根本上都要靠自己，而中國完全有實力，未來
也更有能力再實現自身更好發展，並繼續深化同各國間的互利共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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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亞太經合
組織（APEC）第二十五屆貿易部長會議18
日在比尼亞德爾馬閉幕，會後發表的聯合
聲明強調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聯合聲明承諾加快實現「茂物目標」

（指發達經濟體在2010年前、發展中經
濟體在 2020 年前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

化），在亞太地區營造自由和開放的貿易
投資環境，深化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聯
合聲明說，APEC經濟體認可世界貿易組
織對國際貿易做出的貢獻，同意採取必要
行動改進世界貿易組織運作。
代表中國商務部部長鍾山出席會議的商

務部部長助理李成鋼在會後舉行的記者招

待會上說，在當前保護主義抬頭、多邊貿
易體制面臨嚴峻挑戰的背景下，聯合聲明
來之不易，向外界釋放了一個「非常強烈
而積極的信號」，表明APEC成員對以規則
為基礎、非歧視、透明的、包容性的多邊
貿易體制的珍惜，以及維護世界貿易組織
規則有效性和權威性的態度。
李成鋼說，達成聯合聲明體現了亞太大

家庭的團結，同時也為11月在智利舉行召
開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作了準備。

央廣電：華為絕地反擊中國居安思危

深夜通話背後的底氣

APEC強調維護多邊貿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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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美國商務部宣佈將中國

華為公司及其70家關聯企業

列 入 出 口 管 制 「 實 體 名

單」，禁止華為從美國企業

購買技術或配件。這一極限

絞殺行動意在切斷華為的命

脈，阻遏中國高科技的發

展，維護美國的全球科技霸

主地位。對此，華為創辦人

任正非18日首度回應，表示

封殺影響有限，華為早已作

好準備，會繼續自行研發芯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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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據環球網報道環球網報道，，1818日中午日中午，，華為在華為在
「「心聲社區心聲社區」」刊發了創始人兼總刊發了創始人兼總

裁任正非當天接受日本媒體採訪的消裁任正非當天接受日本媒體採訪的消
息息。。任正非在深圳公司總部表示任正非在深圳公司總部表示，，即即
使高通和其他美國供應商不向華為出使高通和其他美國供應商不向華為出
售芯片售芯片，，華為也華為也「「沒問題沒問題」，」，因為因為
「「我們已經為此作好了準備我們已經為此作好了準備」。」。這是這是
美國發佈華為貿易禁令以後美國發佈華為貿易禁令以後，，他首次他首次
接受採訪接受採訪。。

強調不會受美國監管強調不會受美國監管
據據《《日本日本經濟新聞經濟新聞》》英文網站英文網站1818日日
報道報道，，任正非在採訪中任正非在採訪中抨擊了特朗普政抨擊了特朗普政
府將華為列入府將華為列入「「黑名單黑名單」」的決定的決定，，

並堅稱華為沒有做並堅稱華為沒有做
任何違法行為任何違法行為。。

任正非表示任正非表示，，華為公司將繼續開發華為公司將繼續開發
自己的芯片自己的芯片，，減少生產禁令帶來的影減少生產禁令帶來的影
響響。。他還表示他還表示，，即使高通和其他美國即使高通和其他美國
供應商不向華為出售芯片供應商不向華為出售芯片，，華為也華為也
「「沒問題沒問題」，」，因為因為「「我們已經為此作我們已經為此作
好了準備好了準備」。」。
任正非表示華為公司不會任由華盛任正非表示華為公司不會任由華盛

頓擺佈頓擺佈。「。「我們不會在美國的要求下我們不會在美國的要求下
改變我們的管理改變我們的管理，，也不會接受監也不會接受監
管管。」。」他說他說。。

料華為增長小幅放緩料華為增長小幅放緩
報道還稱報道還稱，，任正非說美國禁止華為任正非說美國禁止華為
業務的影響將是有限的業務的影響將是有限的，，並表達了對並表達了對
長期前景的信心長期前景的信心。「。「預計華為的增長預計華為的增長
可能會放緩可能會放緩，，但只是小幅的放緩但只是小幅的放緩。」。」
任正非補充說任正非補充說，，他表示年度收入增長他表示年度收入增長

可能略低於可能略低於2020%%。。
任正非表示任正非表示：「：「接二連三的威脅貿接二連三的威脅貿

易夥伴的政策讓企業不敢再冒險易夥伴的政策讓企業不敢再冒險，，同同
時美國也將失去信譽時美國也將失去信譽。」。」

拒絕在美生產拒絕在美生產55GG設備設備
此外此外，，華為公司總裁也否認了在美華為公司總裁也否認了在美

國本土生產國本土生產55GG設備的可能設備的可能。。他說他說：：
「「即使美國請求我們在那裡生產即使美國請求我們在那裡生產，，我我
們也不會去們也不會去。」。」
有評論指出有評論指出，，面對超級大國揮出的面對超級大國揮出的

封殺大棒封殺大棒，，華為早在十幾年前就有預華為早在十幾年前就有預
判判，，並為如何並為如何「「極限生存極限生存」」作了長期作了長期
艱苦和充分的準備艱苦和充分的準備。。備用方案的啟備用方案的啟
用用，，顯示出其居安思危的戰略遠見顯示出其居安思危的戰略遠見、、
未雨綢繆的底線思維未雨綢繆的底線思維，，以及堅忍不以及堅忍不
拔拔、、攻堅克難的奮鬥豪情攻堅克難的奮鬥豪情。。中國企業中國企業
與中國企業家的這種精神與中國企業家的這種精神，，正是中國正是中國
不斷攀登科技高峰的力量所在不斷攀登科技高峰的力量所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國青年
報》、環球網報道，內地有網民
稱受到美國禁令的影響，總部位
於美國的聯想集團（Lenovo）已
切斷供應華為辦公電腦與伺服
器。聯想集團昨日凌晨發表聲明
稱，目前聯想集團向華為公司供
貨正常。對於目前網上的「斷
供」等不實之詞，聯想已經對謠
言傳播者連夜蒐證，將訴諸法律
手段，追究造謠者責任。

遭依法追責 造謠者道歉
聲明強調，華為是聯想PC和服
務的重要客戶，聯想將在嚴格遵

守業務所在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法
律及合規條例的基礎上，持續向
華為銷售產品和服務。 聯想集團
還在聲明的末尾寫道：「多事之
秋，共度難關。」
內地媒體報道指，一名網友在

「知乎」上發佈了所謂「斷供」
的消息，該網友在昨日凌晨1時
35分道歉說：「錯了就要認，挨
打要立正。我的回答確實建立在
單方面消息渠道基礎上，且在未
完全證實事實的情況下輸出了情
緒，讓問題向更激化的方向發
展。在此向聯想以及關注此事件
的各位網友道歉。」

聯想闢謠：絕無斷供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人民銀行官
網消息，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
管理局局長潘功勝昨日在接受《金融時
報》採訪時表示，中國經濟金融的穩健運
行，為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保持合理穩
定提供了有力的基本面支撐。

政策工具豐富有力
潘功勝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總體
平穩，主要指標保持在合理區間，新舊動
能轉換加快，宏觀經濟基本面良好。4月
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
50.1%，繼續處於擴張區間。宏觀政策操
作空間較大，政策工具豐富。今年以來，
穩健貨幣政策強化逆周期調節，增強政策
前瞻性、靈活性，保持了流動性合理充

裕，促進了社會信用較快增長，貨幣金融
條件鬆緊適度，金融部門對民營和小微企
業支持力度進一步加大。4月末，廣義貨
幣M2同比增長8.5%，比上年同期高0.2個
百分點。

預計外匯總體穩定
中國經濟金融的穩健運行，為外匯市場和

人民幣匯率保持合理穩定提供了有力的基本
面支撐。今年以來，中國外匯市場運行平
穩，境外資本流入增多，外匯儲備穩中有
升，外匯市場預期總體穩定。

續推金融市場開放
潘功勝表示，央行將按照既定方針，堅

定不移擴大金融開放，保持金融改革開放

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堅決落實已部署的
金融改革開放政策，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
雙向開放，深化外匯管理改革，提高跨境
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切實維護境
外投資者合法權益，為境內外投資者創造
更加便利友好的投資環境。
近年來，央行在應對外匯市場波動方

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充足的政策工
具，根據形勢變化將採取必要的逆周期調
節措施，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打擊外匯市
場的違法違規行為，維護外匯市場的良性
秩序。
潘功勝表示，我們完全有基礎、有信

心、有能力，保持中國外匯市場穩定運
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
基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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