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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談停擺逾月 中美牽頭人通話
商務部：中方三個「核心關切」必須在未來協議中妥善解決

6月18日，中美兩國元首通電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意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
G20大阪峰會期間舉行會晤，同意兩國經貿
團隊就如何解決分歧保持溝通。
新華社報道指，中美雙方牽頭人按照兩
國元首通話的指示，就經貿問題交換意見。
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這是自第十一輪中
美貿易談判後，劉鶴與萊特希澤、姆努欽的
首次通話。此前，萊特希澤曾表示，在舉行
峰會前，他會和財長姆努欽在大阪與中國國
務院副總理劉鶴會面。
商務部發言人高峰日前在京表示，雙方
經貿團隊將按照兩國元首的重要指示進行溝
通，並強調此前中方提出的三個「核心關切
問題」在雙方達成的協議中必須得到妥善解
決。即取消全部加徵關稅、貿易採購數據要
符合實際和文本平衡性。

專家：到了下決心的時刻
全球化智庫（Center for China and Glo-
balization, CCG）高級研究員何偉文對香港
文匯報記者指出，雙方牽頭人通話是回到談
判桌的開始，這依舊表明了中國的誠意。但
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美國要的太多，磋商若
有進展要看美方是否有誠意滿足三個核心關
切。「所以談是要有原則的。達成與否，也
不取決於我們」。
自特朗普威脅將再對3,000億美元中國商
品加徵關稅以來，美國政府迄今已對2,5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25%的關稅。在舉
行了11輪談判後，中美雙方目前陷入僵持
局面。
「原來協議已經談了百分之九十，這次
能否談成主要看中美領導人的決心。雙方都

要作出讓步，目前是到了一個下決心的時
刻。」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宋
偉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解釋。

商務部：雙方應互相讓步
除巨大的貿易赤字外，美方關注的焦點

還包括中國對美國高科技的攫取等。中國則
否認迫使美國企業交出商業機密，並指出，
如果去掉美國企業獲得的利潤和對華服務貿
易中所獲利潤，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遠沒
有看上去那麼大。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則在24日表

示，中美談判團隊正在就下一步溝通問題進
行討論。他稱，中美經貿談判團隊正在進行
磋商，為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G20峰會的會面做準備。中美雙方在貿
易談判中應互相作出讓步，希望美國秉持自
由貿易的精神，解除對中國企業的單邊措
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美貿易談判牽頭人在談判停擺

一個多月後首次通電話，同意繼續保持溝通。據新華社昨日消息，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24日

應約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長姆努欽通話。北京學者指出，雙方重

回談判桌是好事，但談判結果仍要看美方能否滿足中方的三個核心關切。

■商務部強調，此前中方提出的「核心關切
問題」在雙方達成的協議中必須得到妥善解
決。圖為山東青島港。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表示，中方願在大阪峰會期間與二
十國集團（G20）成員就促進國際貿易
增長等問題尋求共識和解決方案。他
指出，中方希望此次峰會能夠發出反
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欺壓霸凌的
強烈信號。
有記者提問，2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均發佈報告，對當前
世界經濟前景表示擔憂，認為二十國集
團（G20）成員出台的限制措施及其之

間的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了世界經濟增
長的不確定性，呼籲G20成員共同努力
加以應對。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耿爽表示，報告有關內容反映了當前

國際社會的普遍呼聲和共同關切。當前
世界經濟中不確定性主要來源於貿易緊
張局勢，而貿易緊張局勢主要來源於單
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凌行徑。
他指出，中方始終積極倡導自由貿

易，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
制。中方是當前諸多貿易限制措施的受
害者，也始終站在反對單邊主義、保護

主義和霸凌行徑的第一線。中方願在
G20大阪峰會期間同各方就當前世界經
濟形勢深入交換意見，就促進國際貿易
增長、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完善全球治
理、應對風險挑戰尋求共識和解決方
案。
耿爽說，中方希望大阪峰會能夠發出
支持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支持開
放包容、反對保護主義，支持合作共
贏、反對欺壓霸凌的強烈信號。這也是
G20作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論壇在當前
形勢下應有的擔當。

華願與G20成員尋經貿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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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聯 邦 快 遞 （Fe-
dEx）周一將美國政府告上
法院，稱若無意中承運了
違反特朗普政府禁止向某
些中國企業出口的產品，

公司不應擔責。此前聯邦快遞將一個寄往
美國的裝有華為手機的包裹退回英國，再
次引發中方的憤怒情緒，聯邦快遞將此事
解釋為「操作失誤」。周一（6月24日）
聯邦快遞股價下跌2.7%，因擔心中國可
能會將該公司列入黑名單。

不應由公司實施出口禁令
聯邦快遞的訴訟和承運差錯出現在美

中貿易緊張關係升級之際。美國與中國
的貿易爭端已持續近一年的時間，雙方
在關稅、補貼、科技、監管和網絡安全
等問題存在嚴重分歧。美國商務部最近
幾周已禁止數家中資企業購買美國敏感
技術。

聯邦快遞在提交給哥倫比亞特區法院
的文書中稱，不應指望由該公司來實施
出口禁令，要公司為運輸自己不了解的
貨物承擔責任也不合理。

出口限制規定「基本上就是要求聯邦

快遞監督其每日承運的數以百萬計包裹
中的物品，而不管這從物流和經濟角度
來說，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許多
情況下也是不合法的。」聯邦快遞在文
書中說。

美國商務部發言人回應稱，「我們尚
未研究這份訴訟，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希
望，商務部在保護美國國家安全方面的
作用不受影響。」

美國上月還將中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
列入黑名單，實際上禁止美國企業與華
為進行生意往來，令摩擦更加激化。

或被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
中國商務部本月稍早表示，將建立不

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對不遵守市場規
則、背離契約精神、出於非商業目的對
中國企業實施封鎖或斷供、嚴重損害中
國企業正當權益的外國企業、組織或個
人，將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

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周日在其
推特上稱，受華為包裹事件影響，聯邦
快遞可能會被列入中國的「不可靠實體
清單」。

美國電腦雜誌PCMag上周五（6月21

日）稱，其英國的一位作者試圖將一部
華為手機寄送給美國的同事，聯邦快遞
退回了包裹，稱由於美國政府與華為和
中國政府的問題，他們不能進行投遞。

華為一位發言人稱，公司目前沒有使
用聯邦快遞的服務。周日華為發推特
稱，聯邦快遞無權禁止派送，並稱其懷

有「惡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周一（6月24

日）表示，聯邦快遞在短時間內一再發
生與華為有關的失誤，聯邦快遞作為一
家大型跨國企業，理應對外作出合理解
釋，理應為自身的行為負責。

■路透社

聯邦快遞狀告華府 不背貿戰黑鍋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德國
之聲網站昨日刊文指出，一些美國科技
行業高管認為，如果美國對中國商品徵
收新一輪25％的關稅，美國消費者將推
遲或放棄技術升級，打擊美國創新產
業。
文章稱，中美領導人在二十國集團領
導人第十四次峰會期間就貿易問題的磋
商受到關注。如磋商結果不理想，美國
政府準備在7月2日公眾意見徵詢期結束
後，對另外價值3,000億美元的中國進
口產品徵收關稅。手機、筆記本電腦和
平板、智能揚聲器和視頻遊戲控制台在
內的消費類技術產品將佔總額3,000億
美元中的1,670億美元。
文章援引美國消費者技術協會國際貿
易副總裁錢德勒（Sage Chandler）的話
說，徵收關稅將使手機的零售價平均提
高70美元，筆記本電腦價格上漲120美

元，視頻遊戲機價格上漲56美元。「這
對普通消費者來說是很大一筆錢。」
文章稱，錢德勒日前代表包括蘋果、
Facebook、谷歌和英特爾公司在內的多
家科技公司在聽證會上表示，關稅將產
生漣漪效應，傷及美國經濟。「由於技
術是許多其他行業的支柱，從農業到製
造業，對技術的徵稅影響遠遠超出了技
術行業。」錢德勒說。
總部位於加州的藍牙無線耳機製造

商 JLab Audio的創始人兼執行長克拉
默（Win Cramer）表示，在該公司的
產品免於上一輪關稅後，他增加了8名
員工。但如果因為徵收新一輪25％的
關稅會縮減銷售額，他可能不得不解
僱其中一些人。「對構成我們業務
80%的產品擬議關稅將是災難性的。我
們將被迫裁員並向消費者提高售
價。」克拉默說。

外媒：對華加稅打擊美創新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華為公司副董事長、首席財
務官孟晚舟的律師團隊於當地時
間6月24日向媒體透露，他們已
致函加拿大聯邦司法部長大衛．
拉梅蒂（David Lametti），呼籲
以適當的法律依據撤銷對孟晚舟
的引渡程序。律師團隊認為，中
止引渡程序最符合加拿大的國家
利益。
律師團隊表示，他們在信函中

從事實、法律、外交政策等角度
詳細闡釋了司法部長為何應該盡
早行使權力的原因。但律師們未
公佈信函具體內容。他們在從溫
哥華發出的一份新聞稿中強調，
中止引渡程序的做法將完全符合
法治。
律師們表示，鑒於美國要求加

拿大引渡孟晚舟的要求，加拿大
正處於十字路口。司法部長應行
使其自由裁量權中止程序，因為
這一引渡程序是缺乏法律依據
的。
律師團隊同時表示，加拿大有

獨立的外交政策。在加國歷史
上，加拿大政府一向堅持其包括
法治原則在內的價值觀。
目前加司法部尚未對孟晚舟律

師團隊致函事作出回應。
加拿大司法部於3月1日就孟

晚舟引渡案簽發授權進行令。此
後，孟晚舟已先後於3月6日和5
月8日兩次出庭聆訊。但這兩次
聆訊均主要為程序性內容。法庭
將於9月23日再次開庭，進行相
關信息披露聆訊。引渡案正式聆
訊將在2020年1月展開。

孟晚舟律師促加中止引渡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新加坡《聯合早報》昨日消息稱，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24日表示，中
美貿易緊張局勢短期內雖不至於引
發全球金融危機，但長期而言，將
使得各國在科技、市場和信任上產
生分裂，影響全球經濟結構，後果
非常嚴重。
報道稱，李顯龍在二十國集團

領導人第十四次峰會召開前夕接
受《日本經濟新聞》採訪時作出
上述表態。在採訪中，李顯龍對
中美當前的貿易緊張局勢表達擔
憂，並期望兩國領導人在G20大
阪峰會舉行期間，就兩國貿易協
議進行的磋商能使兩國關係朝積
極方向發展。
李顯龍認為，中美有望在一些較

容易解決的課題上達成共識，貿易
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因為它涉及的
是科技和網絡安全。他表示，倘若
一方試圖利用貿易為手段，佔據優
勢或打壓對方，那將毒害整個討
論。
被問及是否認為中美兩國能夠抽

離國家安全考量來討論貿易，李顯龍表示，如
果談論的是投資規則、處理貿易逆差的方式或
知識產權，那根本無須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考
量。但必須有整體共識，並願意依據貿易課題
的指標來討論，而這個共識須在國家領導人層
面達成。
李顯龍指出，新加坡經濟高度依賴貿易，已

受到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的負面影響。他認為，
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短期內不會引發全球金融危
機。但長期而言，這些貿易緊張局勢可能導致
非常嚴重的後果，並影響全球經濟在全球化進
程中的結構。「並且這將是結構性的，可持續
數十年，甚至比金融危機更嚴重，全球供應鏈
也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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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向某些中國企業出口的產品，公司不應擔責。圖為聯邦快遞貨車。 網上圖片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