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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美國政客機關算盡一場空

中美女主播歷史性電視交鋒
翠西發起「戰書」劉欣坦然應約 外交部樂見兩國各界人士對話

劉欣在CGTN北京主演播室通過衛星連線
的方式在翠西．里根的《黃金時段》

（Trish Regan Primetime）節目裡出現。這是
中國主播與美國主播首次正面交鋒。有外媒報
道稱，這場辯論是電視史上的偉大奇觀。翠西
在節目中稱這也是美國電視史上前所未有的對
話，也是美國聽到不同觀點的機會。

美公司在華投資利潤豐
據CGTN報道，劉欣首先糾正翠西在節目
中對劉欣的介紹，翠西在節目中稱自己不代
表特朗普政府，而劉欣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言
人。劉欣糾正道，我還不是共產黨員，我今
天是以中國國際電視台記者的身份與你進行
對話。
翠西接着就貿易談判發問，她問劉欣中美之
間是否有可能達成協議。劉欣說，如果美方帶
有誠意，尊重中方談判代表，相信會有一個好
的結果，因為貿易戰對中美雙方都不利。
當翠西問到所謂中國「知識產權偷竊」傷
害美國公司問題時，劉欣反問道，你可以問
下在華投資的美國公司的意願，問問他們是
否願意在華投資，美國公司在華投資利潤豐
厚。劉欣接着說，我承認，在中國是有一些
侵犯知識產權的案例，但是那都是公司的問
題，世界上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的公司
都出現過這樣的問題，這些僅是個例，不能
說美國公司偷了就是美國偷了，中國公司偷
了就是中國偷了。劉欣解釋道，中國社會對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有廣泛共識的。

降關稅需多邊共同決定
當翠西問到有關華為是否願意與美國共享
它的先進技術時，劉欣回答道，通過合作、
互相學習、美國根據規則付費，她相信這是
沒有問題的。中美都在彼此學習。我通過與
美國教師學習英語，現在我的工作還需要美
國專家幫忙。只要我們共同合作，按法律和
規矩辦事，我相信這當然沒有問題。
翠西還發問劉欣有關發展中國家地位的問
題，劉欣答道，中國經濟的總體量很大，但
中國有14億人口，人均GDP不及美國人均
GDP的六分之一。但是中國人很努力，中國
是聯合國維和任務的最大貢獻者，也提供了
非常多的國際人道主義援助。
當翠西問到關稅問題時，翠西說，2016
年，中國對美國16%的商品徵收9.9%的關稅

過高。劉欣說降低關稅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這樣，美國消費者可以用更便宜的價格買到
中國商品，中國消費者也可以用更便宜的價
格買到美國商品。但是您剛才也提到了我們
現在是規則主導的世界，如果一方想要改變
規則，必須要取得相關方的共識。美國不能
對中國有區別性對待，降低關稅需要是個多
邊的共同決定。

中國5G公司是民營企業
翠西發問劉欣如何定義「國家資本主

義」，劉欣解釋道，中國是中國特色市場經
濟，讓市場在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國有企
業在經濟中有重要作用，但作用正在不斷減
少，國家並沒有控制經濟的一切。來看一組
數據：中國80%的就業是由民營企業提供
的；中國80%的出口是由民營企業提供的；
中國65%的創新是由民營企業完成的；中國
一些領先的公司，比如因特網公司、5G公司
都是民營企業。我們的經濟制度是混合的、
多元的、活躍的、開放的。
北京時間8點43分58秒，跨洋對話結束。

劉欣在結束語中表示歡迎翠西來中國看看，
如果將來還想跟她討論她會非常歡迎。
對於中美兩位主播的「辯論」，外交部發
言人陸慷昨日在記者會上答問時表示，他跟
大家一樣很關心，也關注了。他認為，這應
該不是一場辯論，就是兩位主持人的一個對
話吧。他說，真理越辯越明。在當前中美關
係形勢下，中方樂見中美兩國各界人士進行
開誠佈公的、誠實的、理性的思考和對話。

上周曾駁斥翠西錯誤言論
這場辯論的緣起是因為當地時間5月14日美

國福克斯商業頻道主持人翠西．里根把美國描
述成中美貿易關係裡徹底的「受害者」，並多
次使用「偷竊」這個詞。她稱，中國人從美國
人那裡「偷走」了數十億美元，並表示，「我
們別無選擇，唯有一戰。」
針對這位美國女主播的「觀點」， CGTN

於5月22日發佈了一期題為《中國不會接受
不平等協議》的評論短視頻。主持人劉欣在
視頻中條理清晰地駁斥了翠西．里根鼓吹的
對華「經濟戰」言論。5月23日，翠西在看
到CGTN的短評後公開回應，她在推特上發
起「戰書」：「既然你說我情緒化，那就找
個時間地點較量一番。」劉欣欣然應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美國電視史上一場前所未有的對

話昨日上演。5月30日早上18時25分（美東部時間29日晚8:25），中國

國際電視台（CGTN,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又稱中國環球電視

網）女主播劉欣應約與福克斯商業頻道（Fox Business Network）女主播

翠西．里根（Trish Regan）就中美貿易等相關話題展開了一場公開辯論。

雙方就公平貿易、知識產權、華為、關稅、發展中國家地位等進行了長達

16分鐘的對話。有外媒報道稱，這場辯論是電視史上的偉大奇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
針對美方近期對中美磋商的一些表態，商
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昨日的例會上重
申，如果要達成協議，美方需要拿出誠
意。中方決不會接受任何有損國家主權和
尊嚴的協議，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絕不會讓
步。他並否認中方會對蘋果公司進行限
制，強調所有在華外資企業的合法權益都
將得到中國政府的保護。

美一意孤行 中奉陪到底
中美新一輪互徵關稅臨近落實，對於6
月1日，中方對美徵稅措施是否會如期進
行，高峰表示，中方多次強調，堅決維護

國家主權和尊嚴、堅決維護人民根本利益
的決心不會動搖。對於美方加徵關稅的霸
凌主義做法，中方堅決反對，將進行必要
的反制。
高峰說，美方近期釋放的信息有些前

後矛盾，一會兒說可能很快與中方達成
協議，一會兒又說沒準備好跟中方達成
協議，「讓人不得不對其誠意表示懷
疑」。他稱，中方對於貿易戰的立場是
一貫的、明確的，我們不想打，但也不
怕打。希望美方盡快糾正錯誤做法，拿
出必要的誠意，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
的基礎上通過合作與協商解決問題。如
果美方一意孤行，不斷升級摩擦，中方

將奉陪到底。

美家庭年均蝕831美元
高峰指出，美方的貿易霸凌作法，最終

損害的是美國自身，買單的是美國的消費
者和企業。他援引紐約聯儲經濟學家最近
的預測表明，美方加徵關稅措施將使每個
美國家庭每年平均損失831美元。
此外，美國一些智庫的研究顯示，如果

美方的措施持續下去，會導致美國的GDP
增速下滑、就業和投資減少、國內物價上
升，美國商品在海外的競爭力下降。已經
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消費者感受到加
徵關稅的影響。

高峰強調，美方需要把一些基礎性問題
的事實和邏輯搞清楚。中美貿易不平衡主
要是由於美國出口管制等非經濟因素以及
儲蓄率低等原因造成的，加徵關稅根本解
決不了貿易不平衡問題。這種錯誤作法已
經使美國政府的形象和信用受到越來越多
的質疑。
在回應是否對蘋果公司進行限制，高峰

強調，所有在華外資企業的合法權益都將
得到中國政府的保護。
針對稀土出口，高峰則表示，如果任何

國家想利用中國出口的稀土所製造的產
品，遏制打壓中國的發展，於情於理都令
人難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人民
日報》今日發表署名文章《機關算盡一場
空——自作聰明必將失敗》中指，中國有
句老話，叫做「聰明反被聰明誤」，用在
美國一些自以為是、自作聰明的政客身
上，可謂恰如其分。
文章再指出，從剛打貿易戰時認為「貿
易戰是件好事且很容易打贏」，到主觀認
為「極限施壓」就能迫使別人「就範」；
從把出爾反爾當作「交易藝術」，到濫用
國家力量抹黑和打壓他國企業；從處心積
慮炮製「中國盜竊知識產權論」，到聳人
聽聞地拋出「對華文明衝突論」……美國
一些政客不停地折騰，讓世人看到了什麼

叫「機關算盡」。然而，這樣的小聰明，
除了讓一些人陶醉於自欺欺人的「勝
利」，對世界來說是十足的負能量。美方
的自作聰明，無非是想通過種種「小動
作」攫取更多利益。殊不知，美方在向全
世界開火的同時，也是在向自己開火。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報告稱，美國挑起對
華貿易戰以來，關稅上升造成的成本幾乎
全部由美國進口商承擔，部分關稅已轉嫁
給美國消費者。最近，美方加大對華為公
司的封鎖打壓力度，美國科技股應聲下
跌，多家關聯美國公司的股票受到重創，
為華盛頓一些政客鼓噪的「科技冷戰」埋
單。

文章進一步指出，狹隘的心態，讓那些
美國政客機關算盡，不切實際地認為單邊
脅迫、極限施壓是個管用的方法。事實的
確如此，美方一再挑戰現行多邊秩序，成
為現行國際體系的最大破壞者和最大不穩
定因素。對美方的這種攪局之舉，世界各
國的有識之士紛紛發出正義呼聲，嚴詞批
評美方一系列逆勢而動行徑。美國數學家
圖克曾說：「假如大家都想最大化自己的
利益，最終往往會落得兩敗俱傷的結
果。」美方的自作聰明，骨子裡還是「零
和博弈」的思維。然而，美方低估了他國
維護核心利益的能力和決心。已有多個國
家對美國挑起貿易爭端採取反制措施，並

在世界貿易組織起訴美國。
文章最後表示，讀讀歷史就能明白，真

正的智慧來自合作共贏，自作聰明、以鄰
為壑，路只能越走越窄。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經濟學教授傑弗里．薩克斯的著作《新
外交政策——超越美國例外論》指出：在
各國利益密切交融、命運息息相關，比歷
史上任何時候都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共同
應對人類社會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之時，美
國政府一意孤行，採取「美國優先」的極
端主義政策，蓄意破壞國際規則，是根深
蒂固的「美國例外論」。這種「有毒」觀
念及其作法，不僅對美國的傷害是巨大
的，對世界也是非常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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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昨日在深圳
表示，中美貿易戰的背後實質是
美國抑制中國發展，中美雙方博
弈將是長期的過程，只有中國
GDP規模為美國兩倍時，中美貿
易戰才會消停。
由深圳市綜研軟科學發展基金

會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
院聯合主辦的「綜研院建院三十
周年．2019綜研智庫論壇」昨日
在深圳舉行，吸引了200餘名嘉
賓出席，包括北京大學國家發展
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和港交所
董事總經理、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巴曙松等知名學者。與會學者紛
紛聚焦中美貿易戰熱點問題。
林毅夫表示，貿易本來應該是

雙贏的。美國的貿易逆差非常大，
其對全世界100多個國家都有逆
差，根源是美國內消費太多、儲蓄
不足。實際上，貿易戰並沒有讓美
國逆差減少，去年美國對外貿易逆
差比2017年增加了12.1%，對中
國的逆差增加了 11.7%。他強
調，美國發起貿易戰的目的是要
抑制中國的發展，其對華為公司
的抹黑是拿不出任何證據的。
中美貿易戰會持續多久？林毅

夫認為，按照市場匯率計算，當中
國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2倍時，美
國才會停止貿易戰，目前，按照

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經濟規模是美國的三
分之二，因此，中國應對貿易戰最重要的
方法是要保持定力，繼續深化改革開放，
把自己發展的潛力和優勢發揮出來，同時
將中國的發展機遇與全世界共享。

對話助增了解減隔閡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 帥 北 京 報
道）對於此次備受關
注的中美女主播辯
論，全球化智庫
（CCG,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
ization）理事長王輝
耀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辯論整體上通過
理性地講事實、擺道
理進行，沒有演變為
「隔空對罵」，這種
民間對話形式的互動是很必要的，通過傳媒廣泛傳播，客觀上增
加了對彼此的了解，有助於減緩中美間隔閡。
王輝耀指，劉欣在辯論中的表現可圈可點，如並不迴避知識產

權問題，而且明確地將少數個人和公司的侵權行為與國家區分開
來，也再次強調了保護知識產權在中國是明確的共識，這樣回答
很精彩。而且，在翠西開場就說劉欣是共產黨員的情況下，劉欣
當即糾正，並突出自己媒體人的身份，使得辯論更加客觀開放。
視野開闊，分析問題思路清晰，是劉欣作為一位資深媒體人給人
留下的鮮明印象。王輝耀介紹，在此前由他所在的全球化智庫
（CCG）主辦的第五屆中國與全球化論壇上，劉欣應邀作為大使圓
桌論壇主持人，包括美國、德國、意大利等多個國家的大使都有參
加。劉欣在分析問題時思路清晰，加上有海外常駐記者的經歷，她
的國際視野開闊，和外賓交流時遊刃有餘，使大家眼前一亮。
「今次能夠主動『應戰』，我覺得體現了劉欣作為媒體人的擔
當。」王輝耀表示，中美主播這種對話互動是非常必要的，而在
媒體之外，更多的民間使者可以發揮作用，像智庫、高校、企業
乃至旅遊業等都可以加強互動，主動分享、交流、解釋，通過民
間對話促進民心相通，減緩中美隔閡。

網友熱議
maple meng：很好的窗口，感謝劉欣不卑不
亢、有理有據的回答，期待CGTN和國外主流媒
體有更多公開交流讓更多人了解真實的中國。

艾艾艾愛麗絲：感覺並不是一場公平的答辯，也
許因為是對方主場，一直都是一方問一方答，但
敬佩並感激劉欣可以頂住壓力，讓外國人更好地
了解中國，其實真的很希望聽聽劉欣老師準備的
問題和翠西的回答。

簡單：這不是外交部發言人答記者問，外交辭令
有不同的考量，應該說劉欣更接地氣，更容易被
美國普通民眾所理解，多一些溝通，少一些誤
解，正確對待中國必然的和平崛起。

Smara：輸贏都是個人評判，但對於底層民眾的傳
播效應，Fox是美國傳統電視媒介，滲透率很廣，
美國民眾聽到中國媒體人情緒穩定，表達沉穩，素
雅，沒有咄咄逼人的態勢，會有很大的改觀。

路理：雖然翠西在開局顯得咄咄逼人，但她一改往
常，沒有火藥味。翠西提出了幾個早已準備好的尖
銳問題，讓劉欣回答，以至於劉欣根本不能自己提
出觀點，但劉欣還是很清晰地傳遞了事實。

Ellen：翠西的問題都是有備而來，而劉欣的回答
只能臨場發揮，而且用的是對方的母語，這有些
不公平。但是劉欣很棒，大氣沉穩，也應該拋幾
個問題給她，比如聯邦快遞誤送事件怎麼解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劉欣 網上圖片

■CGTN女主播劉欣（右）應約與福克斯商業頻道女主播翠西．里根就中美貿易等相關話題展開了一場公開辯論。有外媒報道
稱，這場辯論是電視史上的偉大奇觀。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