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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中國新增逾兩萬外企

中美重啟貿談 須解中方核心關切
商務部：冀美盡早取消對華企制裁 推動雙方經貿關係健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繼上月底在

日本舉行的「習特會」後，中美雙方磋商團隊9日晚首

次通話。昨日，中國商務部正式公佈，中美將在平等

和相互尊重基礎上重啟經貿磋商，雙方經貿團隊正在

就下一步具體安排保持溝通。但中方核心關切必須得

到妥善解決，希望美方盡早取消對華為等中國企業的

打壓和制裁措施，推動中美經貿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
消息，當地時間7月10日，中國國
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布拉迪斯拉發
同斯洛伐克外長萊恰克舉行會談。
王毅強調，中國堅持大小國家

一律平等，堅持自身的和平發展
及與各國的合作共贏。中國決不
會走國強必霸的老路，而是致力
於通過國際合作共同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面對單邊保護主義抬
頭，世界各國應高舉多邊主義旗
幟，共同維護國際法和國際規
則，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
體系。中方重視斯洛伐克在聯合
國、歐盟和中國—中東歐合作中
發揮的建設性作用，願同斯方保
持密切溝通，作相互尊重、相互
信任、共建「一帶一路」的好朋
友、好夥伴。
萊恰克表示，斯洛伐克支持中

國和平發展，堅定奉行一個中國
政策，完全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
土完整，願確保斯中關係在相互
尊重、平等互利基礎上實現穩定
和健康發展。斯方願利用自身獨
特區位優勢，積極參與共建「一

帶一路」，秉持非歧視原則處理中國企業參
與5G建設。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與中歐合
作可以並行不悖、相輔相成，斯方將繼續從
中發揮積極作用。斯方堅定支持多邊主義，
主張國家間加強對話，攜手合作，妥處分
歧，共迎挑戰。斯方高度重視中國在國際上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願同中方加強溝通、協
調與合作。
雙方還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

交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商務部新聞發
言人高峰昨日表示，中國不會打壓任何外資企業，不
會歧視任何外資企業，會堅決保護外資企業的合法權
益。當日，商務部發佈的上半年實際使用外資數據顯
示，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穩步增長。1月至6月中國新
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0,131家；實際使用外資4,783.3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7.2%。其中，6月
當月實際使用外資1,092.7億元，同比增長8.5%。
近期有報道稱，部分在華外資企業對中國投資

環境和可能遭受的待遇表示擔憂。高峰在當日召
開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已注意到相關報

道，一段時期以來，由於美方單方面挑起貿易摩
擦，部分在華外資企業的投資經營信心受到影
響，也有一些外資企業擔心受到報復性打壓。
高峰表示，中國政府始終高度重視利用外資工

作。今年以來，中國相繼出台了一些支持外資企業
在中國發展的舉措。比如，頒佈了外商投資法，正
在積極制定相關配套法規；縮減了全國和自貿試驗
區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進一步擴大開放領域；
發佈了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促進外資在現代農
業、先進製造、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現代服務業
等領域加大投資力度；向全國複製推廣自貿試驗區

第五批18項改革試點經驗，持續優化外商投資環
境；出台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提升意
見，進一步發揮引資平台作用。

加大外商投資權益保護力度
高峰表示，商務部還在不同層面召開了座談會，認
真聽取外資企業有關意見，積極採納合理化建議，幫
助企業解決面臨的實際困難。「這些都充分表明，中
國政府支持外資企業在華發展的決心不會改變。」
高峰表示，中國政府仍將進一步推動市場開放，

推動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加大外商投資權益保護力
度，營造更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投資環
境，為外資企業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使中國始終成
為最有競爭力的外商投資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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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敦促有關國家停止將人權問題政治
化和借涉疆問題干涉中國內政。他並表
示，歡迎真正秉持客觀、公正原則的人
來新疆走一走、看一看。

有記者提問，22個國家10日聯合致函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批評中國新疆政
策。你有何回應？
耿爽回應說，有關國家的致函罔顧事

實真相，對中國無端指責和攻擊污衊，
公然將人權問題政治化，粗暴干涉中國

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已向有關國家提出嚴正交涉。「我
們敦促這些國家尊重事實、摒棄偏見，
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停止
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和借涉疆問題干涉中
國內政。」

耿爽表示，我們多次強調，新疆事務
純屬中國內政，事關中國主權、安全和
領土完整。在涉疆問題上，中國政府和
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不容任何國家和
外部勢力干預。面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
義的嚴峻威脅，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依法
採取包括設立教培中心在內的一系列反
恐和去極端化舉措，扭轉了新疆安全形
勢。新疆已經兩年多沒有發生暴恐事
件，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百姓安居樂
業，各族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
感大幅提升，衷心擁護政府的政策舉
措。

已邀聯國人權高專辦訪疆
「另外，中方已邀請多批各國外交

官、媒體、專家學者等赴新疆參觀訪
問，親眼目睹事實真相。」耿爽進一步
指出，他們均表示在新疆所見所聞與西
方媒體報道的情況完全不同。中方也已
向聯合國人權高專辦人員發出訪疆邀
請。
「我們歡迎真正秉持客觀、公正原則

的人來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但我們堅
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借涉疆問題干涉中
國內政，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耿爽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
防部新聞發言人吳
謙昨日就美國售台
武器發表談話，全
文如下：
7月9日，美國國
務院批准一項價值
約22.2億美元的對
台軍售案，包括
M1A2坦克、「毒

刺」防空導彈等武器裝備，美國防部已就
此通知國會。中國軍隊對此表示強烈不
滿、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堅

決反對美國售台武器的立場是明確的、一

貫的。美方的錯誤行徑嚴重違反一個中國
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是「八·一
七」公報規定，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
主權和安全利益，嚴重危害中美兩國兩軍
關係發展，嚴重損害台海地區和平穩定。
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事關中國核心利
益和中國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來干
涉。中方敦促美方信守承諾，恪守一個中
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立即撤
銷上述售台武器計劃，停止一切形式的美
台軍事聯繫，以免給中美兩國兩軍關係造
成進一步損害。中國軍隊有堅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
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行徑，將採
取一切必要措施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
領土完整。

回應美對台軍售 國防部：已提嚴正交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南京大學新聞網昨日刊登
消息表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將收錄30種台
灣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
該則來自中國社會科學研
究評價中心的消息稱，這一
舉措將對構建面向全球的中
文學術成果傳播平台、提升
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影響
力產生積極的影響，也將為
在大陸工作台灣同胞的學術
成果納入工作評價體系創造
更有利條件。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是由南京大學中國
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開發研
製的引文數據庫，用來檢索中
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收
錄和被引用情況。
中國人民大學台灣籍青年教

師林承鐸第一時間在微信朋友
圈裡分享了這則信息。他表
示，這對有志於到大陸發展的
台籍科研人員來說，可以直接
認定科研成果，有利於他們到
大陸就業；同時，大陸與港澳
科研人員也能受惠，他們在台
灣地區這30種期刊發表論文也
能被認可為核心論文，作為優
秀科研成果。

CSSCI收錄30台灣學術期刊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
當日例行新聞發佈會上

稱，中美雙方經貿團隊將按
照兩國元首大阪會晤共識的
要求，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
基礎上重啟經貿磋商。他強
調，中方對於磋商的立場是
一貫的、明確的，中方的核
心關切必須得到妥善解決。
即取消全部加徵關稅、貿易
採購數據要符合實際及文本
的平衡性。
「習特會」後，中美貿易

有些新進展。一方面，美國
近期決定對之前加徵25%關
稅的110種中國商品取消關
稅。高峰表示，這是美方正
常的關稅排除程序。事實
上，中方也已經建立了相應
的關稅豁免機制，將根據企
業的申請進行處理。

美方：允美企與華為做生意
另一方面，在華為問題
上，美國商務部日前表示，
將給部分美國企業發放許
可，在保證美國國家安全的
前提下，允許這些企業繼續
與華為做生意。據悉，此舉
是為了落實特朗普在G20峰
會上對中方作出的承諾。但

華為仍舊位列美國商務部
「黑名單」之上。
對此，高峰回應稱，希望美

方盡早取消對華為等中國企業
的打壓和制裁措施，推動中美
經貿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高峰續稱，農產品貿易是

雙方需要討論的重要問題，
希望雙方能夠在平等和相互
尊重的基礎上找到解決問題
的辦法。

中方：事實證貿戰沒有贏家
7月6日是美國對華發動貿

易戰一周年的日子。美中貿
易委員會近日的數據顯示，
一年多來中國對美出口額減
少了180多億美元，佔到中國
全年對美全部出口的3%。美
國對華出口縮減了230億美
元，相當於全年對華出口的
15%左右，所以該機構認為美
國受到的損害更嚴重。
對此，高峰表示，過去一

年來，各方面對中美經貿摩
擦的影響高度關注，開展了
不少測算和評估。大家得出
的結論都很相似，也再次印
證了貿易戰沒有贏家。美方
採取單邊保護主義措施，最
終傷害的是自身的利益。

■■昨日昨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表示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表示，，中中
國不會打壓任何外資企業國不會打壓任何外資企業，，不會歧視任何不會歧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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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耿爽在例行記者會上說，敦促有關國家停止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和借涉疆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圖為日前多國駐日內瓦外
交官參訪團成員在新疆喀什市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觀看學員插花。 資料圖片

■當地時間7月10日，中國國務
委員兼外長王毅（左）在布拉迪
斯拉發同斯洛伐克外長萊恰克舉
行會談。 新華社

■吳謙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