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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難替換 美企反對徵華稅
美召開對華新一輪加稅聽證會 商界懇求「勿增負擔」

習近平接見空軍第十三次黨代會全體代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昨日在北京接見空軍第十三次黨代表
大會全體代表，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對空軍第十三次黨代
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向各位代表和空軍全體官兵致以誠
摯的問候。
上午11時20分許，習近平來到京西賓館會見大廳，全場響

起熱烈掌聲。習近平同代表們親切握手，並合影留念。
經黨中央、中央軍委批准，空軍第十三次黨代會17日在京
召開。會議的主要任務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全會精
神，深入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深入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
針，總結過去5年空軍黨的建設和部隊建設情況，部署今後5
年的主要工作任務，動員廣大官兵加快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
人民空軍，堅決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新時代使命任務，以優異
成績迎接新中國成立70周年。
許其亮、張又俠、魏鳳和、李作成、苗

華、張升民參加接見。

習近平應約同特朗普通電話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
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8日應約
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
特朗普表示，我期待着同習近平主
席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大阪峰會期間
再次會晤，就雙邊關係和我們共同關
心的問題進行深入溝通。美方重視美
中經貿合作，希望雙方工作團隊能展
開溝通，盡早找到解決當前分歧的辦
法。相信全世界都希望看到美中達成
協議。

願大阪會晤 交換關鍵意見
習近平指出，近一段時間來，中美
關係遇到一些困難，這不符合雙

方利益。中

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雙方應該按
照我們達成的共識，在相互尊重、互
惠互利基礎上，推進以協調、合作、
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中美作為全
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要共同發揮引
領作用，推動二十國集團大阪峰會達
成積極成果，為全球市場注入信心和
活力。我願意同總統先生在二十國集
團領導人大阪峰會期間舉行會晤，就
事關中美關係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交換
意見。
習近平強調，在經貿問題上，雙方

應通過平等對話解決問題，關鍵是要
照顧彼此的合理關切。我們也希望美
方公平對待中國企業。我同意兩國經
貿團隊就如何解決分歧保持溝通。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17日開始召開為
期七天的聽證會，徵詢美國零售

商、製造商和其他企業對另外3,000億美
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的看法。擬加徵
關稅的商品涵蓋眾多日常消費品，包括服
裝、鞋類、手機、遊戲主機以及家電等。
根據日程，此次聽證會從17日開始，
持續7個工作日至25日結束。300多位企
業和行業代表分54組，密集出席聽證
會。企業的最後反駁意見可在聽證會結
束後7天之內提交，截至7月2日。

迫美企抬價降質
美聯社報道稱，「美國政府幾乎要被
大批本國企業的反對聲淹沒了。」報道
列舉了包括摩托車企業、家居用品公
司、煙花公司等美國本土企業的發言，
他們紛紛表達了對加徵關稅計劃進一步
影響本土企業的擔憂。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他的內閣高層稱，

這些關稅將加速生產線遷出中國的步
伐。
不過，當天絕大多數出席聽證會的美

方企業和行業代表指出，短期內無法更
換供應商或轉移工廠，一旦被加徵關
稅，被「誤傷」的本土企業將面臨「抬
價降質」的困境，並被迫向本地消費者
轉嫁成本。
「產業轉移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

美國時尚珠寶和配飾貿易協會執行主席
克利夫蘭說，無論是承擔關稅抑或支付
違約金，都難以承受。
美國青少年產品製造商協會產品安全

認證主管特洛菲表示，美中企業之間在
質量把控、資質認證環節也已十分完
善，若貿然轉換供應商，將對一系列青
少年產品質量構成安全風險。

增工人就業壓力
如果說大企業還有能力和餘地轉移供

應鏈的話，25%的關稅對於大多數美國中
小企業來說則意味絕境。
頭髮花白的馬克．科羅多在現場向

貿易代表們展示了一款女性內衣的細
緻做工，以說明服裝業特殊工藝的供
應並不好找。他直言，「我對未來充

滿了不確定，感到害怕。」美國娛樂
軟件協會主席皮埃爾-劉易斯則提醒
說，美國的分銷零售商和產業工人必
將受影響。
路透社用「懇求」形容美國企業當天

出席聽證會的姿態。「請不要給美國消
費者加稅，請不要給美國製造商加
稅。」美國服裝和鞋業協會主席赫芬拜
恩認為，25%關稅將給美國服裝製造業沉
重一擊。
他在總結陳述時發問，「我們的負擔
難道還不夠沉重嗎？不要傷害我們，不
要傷害我們的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路透社、中

新社、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17

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就擬對

華輸美商品加徵關稅舉行聽證

會，數家美國企業及行業協會表

達反對意見。《金融時報》、

《華爾街日報》、「德國之聲」

等多家國際媒體報道稱，美企受

加徵關稅計劃的負面影響嚴重，

他們呼籲美國政府停止對華加徵

關稅，部分參與聽證會的企業提

出，除了中國，他們在製造衣

物、電子產品和其他商品方面，

沒有太多其他選項。

在聽證會現場美國時
裝企業Kenneth Cole總
裁施耐德（Marc Sch-
neider）指出，25%的
關稅會抹去所有的利潤

空間，並造成裁員現象。如果選擇中
國以外的採購渠道，該公司產品不僅
會漲價，「質量也會下滑」。
羊絨進口商Quinn Apparel稱其反對

關稅的目的，更多是基於「地理角
度」：該公司銷售的一種淡色羊絨只
能在中國內蒙古地區採購，這種羊絨
產於阿拉善白絨山羊。
中國中央電視台《農廣天地》曾於

2012年10月介紹過這種山羊。牠所生
產的羊絨纖維細長、手感柔軟、拉力
大、光澤好、顏色正，被譽為「纖維
寶石」，具有高經濟價值。
現場美國官員還向這家公司CEO克

洛夫（Jean Kolloff）確認，是不是只
有中國才有這種羊絨，因為「蒙古國
也產羊絨」。 克羅夫回答：「蒙古國
的羊絨一般是棕色、黑色。」而這種
白色羊絨只有內蒙古才有。

嬰兒用品商憂成本暴增
明尼蘇達州一家嬰兒用品生產商

Regalo Baby 的 總 裁 弗 朗 奈 里
（Mark Flannery）指出，若強行將
生產轉移至越南，將會帶來50%的
額外成本；墨西哥產線的額外成本
甚至比50%還要多——相比之下，
不選擇搬出中國的成本，也就25%
的關稅。
「就目前來看，除中國以外世界上

沒有第二個國家在生產嬰兒鐵欄安全
門。」弗朗奈里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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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會業界代表表示，美中企業合作緊密，無法短時間內「無痛」轉移產業。圖為安徽工人在加工微電機零件。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身着傳統服飾的玩偶、純
手工紥製的工藝品、琳瑯滿目
的食品和藥材……在第六屆中
俄博覽會和第三十屆哈爾濱國
際經濟貿易洽談會上，朝鮮展
區格外熱鬧，前來諮詢洽談、
購買商品的參觀者絡繹不絕。

遊客：工藝品天然淳樸
「看這些扇子，都是用野雞

毛純手工紥製的，質感一
流！」身穿朝鮮民族服裝的參
展員介紹，這次哈洽會，朝鮮
參展團帶來了許多特色手工藝
品，很受歡迎。
「有時候小孩子路過我們展

區都捨不得走，我們就會免費
送他一個紀念品。」參展員笑
着說。
來自黑龍江伊春的遊客左克

被眼前精美的手工扇吸引。他
說：「我一直很喜歡淳樸、自

然的物品，朝鮮展區的工藝品
用料天然，製法考究，我很喜
歡。」說罷，便挑選了一把形
態別致的手工扇。
紀念品展位也吸引很多遊客

駐足。打開展出的郵票集，可
以看到美麗的山水、靈動的動
物和朝鮮人民日常生活和勞動
的場景等。
一名遊客展示了購買的紀念

幣冊：「這本紀念幣冊做工精
美，很有紀念意義，同時能讓
我更好地了解朝鮮。」
除特色手工藝品、郵票、油

畫等文化氣息濃郁的展品外，
朝鮮參展團在本屆哈洽會上還
展出了包括靈芝、海參等在內
的天然食品、藥材以及保健
品。
據介紹，本屆哈洽會，朝

鮮展區由朝鮮國際展覽社組
織參展，共有 11 家企業參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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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昨日
在北京接見空軍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全體代表。 新華社

G20前訪朝是「籌碼」？外交部：想多了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
息，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主持例行
記者會。有記者提問稱習近平主席選
擇在G20峰會以及可能的中美元首會
晤即將舉行之時前往朝鮮訪問，是否
是把有關問題當作「籌碼」？
對此陸慷回應，首先，剛才問題中
講到是不是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
會在20國集團大阪峰會期間舉行會
晤，我們已經表明看法，到現在依然
沒有變化。至於你說是不是中方考慮
把習主席對朝鮮進行「國事訪問」作
為一個籌碼或者槓桿，我認為有這樣
想法的人可能想多了。

中朝歷代領導人都保持密切往來
中朝是近鄰，我們是有着長期友
好傳統的，中朝兩黨兩國歷代領導
人都保持着密切往來。新時代發展
中朝關係是我們堅定的方向和目
標，希望任何人不要看輕了訪問本
身和中方希望發展中朝關係的堅定
意志，更不用把訪問同其他東西作

沒有必要的聯想。
陸慷又表示，中朝是友好近鄰，

兩國長期保持交往合作。兩黨兩國
歷代領導人密切交往，這是中朝關
係的傳統。習近平總書記同金正恩
委員長一年來四次會晤，開啟了兩
國關係的新時代。得益於兩國山水
相連的地緣優勢、良好的政治關
係、民間友好基礎和經濟互補性，
中朝經貿合作有着扎實的根基和光
明的前景，雙方對進一步加強合作
都持積極態度。人文交流是中朝關
係的重要紐帶，兩國人民間天然有
着深厚的友好感情。我們願同朝方
一道，繼續發揚中朝友好傳統，推
動兩國各領域交流合作不斷發展。
「正如你剛才所說，今年是中朝建

交70周年，兩國已商定舉行慶祝紀念
活動。雙方將根據共識辦好建交70周
年各項活動，共同回顧歷史，傳承友
好，規劃未來，為新時代中朝關係發
展注入新的動力。關於活動的具體情
況，我們會適時發佈消息」。

■陸慷指，中方願同朝方一道，繼續發揚中朝友好傳統，推動兩國各領
域交流合作不斷發展。圖為中國遊客在鴨綠江邊自拍留念。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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