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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若加關稅 貿戰必升溫
商務部：如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將採相應反制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工信
部昨日就社會反映的4G網速變慢問題
約談三家基礎運營商。工信部信息通信
發展司司長聞庫接受採訪時表示，工信
部將指導運營商積極開展網絡擴容升
級，加大監管力度，繼續做好4G網絡
維護和改造，保障用戶合法權益。
聞庫說，工信部指導中國信息通信

研究院搭建了覆蓋全國的監測平台，通
過技術手段監測4G網絡速率。
監測顯示，近年來全國4G平均下載

速率持續提升，2019 年 7 月達到
23.78Mbps，整體上未出現速率明顯下
降的情況。
聞庫坦言，4G網絡屬於共享網絡，

在區域內由所有用戶共享，速率會在
區間內波動。網絡體驗速率也會受到
包括用戶數量、流量規模、網站訪問
量等多種因素影響。「比如在火車
站、演唱會現場等用戶密集的地方，
可能會造成暫時的體驗速率下降。」
他說。

將與5G長時間並存
針對有人提出的「發展5G網絡會帶
來4G降速」的問題，聞庫說，工信部
從未要求，也不會要求運營企業降低或
限制速率，也不存在建了5G就拆除4G
或限制4G速率，4G網絡會和5G網絡
長時間並存。

4G網速變慢？
工信部約談3運營商

高峰強調，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
將不得不採取相應反制行動。同

時，他指出，美方對部分商品推遲加徵
關稅充分說明，貿易戰沒有贏家，貿易
摩擦不斷升級，美國消費者和企業都會
遭受重大損失。他續指，經濟理論和經
濟發展的歷史都表明，貿易戰沒有贏
家，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對中方不利，也
對美方不利，甚至將對世界經濟產生衰
退性影響。「希望美方停止加徵關稅的
錯誤做法，與中方相向而行，在平等和
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找到解決問題的辦
法。」高峰說，「這既有利於中美雙
方，也有利於整個世界。」

對華影響可控 美或自食惡果
面對「若美方對3,000億美元中國商
品加徵關稅措施繼續生效，會對中國出
口及整體經濟增長產生何種影響」等問
題，高峰回應指出，美方的舉措會給中
國的出口和經濟帶來一定挑戰，但總體
上看，影響完全可控。他認為，中方有
信心、有決心、有能力應對各種挑戰，
保持中國經濟和外貿健康穩定發展。
高峰表示，美國對中國輸美商品採取
新的加徵關稅措施，損害中方利益，也
損害美方自身的利益，還可能會給全球
經濟帶來衰退性影響。「我們注意到，
在美方公佈的兩份清單中，美國自華進
口份額超過75%的商品佔到了總量的近
60%。」他認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必將會給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嚴重的
負面影響。
他同時指出，有美國金融機構分析預

測，普通美國家庭每年要為關稅付出
1,000美元的代價。「我們也注意到，美
國的很多業界和消費者團體紛紛表達了
反對加徵關稅的立場。」
高峰強調，在很多領域，中美兩國企
業在產業鏈中已經形成相互依存的關
係，打擊中國企業，最終遭受損失的是
美國企業。「希望美方糾正錯誤做法，
公平、公正、非歧視地對待中國企業，
這對於雙方企業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
的安全都是有利的。」

動用國家力量 無端打壓華為
近日，美國商務部宣佈對華為購買一

些美國產品的「臨時許可」再延長90
天，但同時將另外46家的華為子公司列
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對此，高峰回應
指出，已注意到上述有關的延期措施以
及針對華為公司採取的新限制措施。他
認為，對於美方以國家安全為由，動用
國家力量無端打壓中國企業的做法，中
方堅決反對。
高峰認為，中美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

利共贏。「自1979年中美兩國建交以
來，雙邊貿易額已經達到建交時的200
多倍，兩國利益融合不斷加深，形成了
緊密合作關係，不僅使中美兩國和兩國
人民獲益，而且惠及全球。」他強調，
雙方開展經貿合作屬於你情我願，僅單
向受益，甚至一方欺騙另一方，合作關
係是不可能持續的。「中美經貿合作規
模巨大，存在分歧很正常，關鍵是要按
照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通過合
作與協商來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近期，美國宣佈對價值

3,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當中的部分產品推遲加徵關稅。對此，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昨日回應指出，儘管美方將推遲對部分中國

輸美商品加徵關稅，但美方任何新的關稅措施都將單方面導致貿易

摩擦升級，嚴重違背中美兩國元首大阪會晤達成的共識，中方對此

堅決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
加拿大總理涉華言論，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當前中加關係遭遇了嚴重困難，責任
完全在加方，中方敦促加方反省錯
誤，認真對待中方的嚴正立場和關
切。
有記者提問，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近
期宣稱，他的政府在面對中國時將不
會退縮，請問中方有何評論？

耿爽表示，當前中加關係遭遇了嚴
重困難，責任完全在加方。加方很清
楚當前中加關係的癥結，有理不在聲
高，公道自在人心。中方敦促加方反
省錯誤，認真對待中方的嚴正立場和
關切，立即釋放孟晚舟平安回國。

促加方停對港指手畫腳
「中方也注意到，加方近來在涉港

問題上頻頻發聲，有一系列錯誤的言

論。」耿爽說，「我這裡要再次指
出，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
何國家、組織和個人干預，加方沒有
任何資格和權力來妄議香港事務，中
方希望加方能夠遵循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停止在香港事務上說三
道四、指手畫腳，干涉中國內政。」
另據報道，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

省高等法院在聽取控辯雙方意見後，
已於當地時間8月20日同意公佈華為
公司副董事長、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案
件的部分文件，包括其在溫哥華國際
機場遭扣留時的監控視頻片段以及數
百頁相關法庭文件。加拿大媒體於21
日披露了這些資料的部分內容。

孟晚舟法律權利疑受損
公佈的監控視頻片段顯示了孟晚舟

於2018年12月1日在溫哥華機場被帶
至隔離區域並遭盤查的情形。畫面主
要為兩個場景。第一個場景中，身着

深色運動套裝、白色運動鞋的孟晚舟
被身着制服的女性工作人員帶至隔離
區域。另一個場景則顯示，在二級檢
查區櫃枱前，身着制服的男性工作人
員對孟晚舟的行李開箱檢查。孟晚舟
曾與對方對話，但視頻片段並無現場
聲音。
向媒體公佈的文件顯示，孟晚舟在

機場被扣留約3個小時，以接受盤問
和搜查。在此期間，她被要求提供電
子設備的密碼，亦被反覆詢問她所在
的公司是否與伊朗做生意。
孟晚舟的辯護團隊將加拿大皇家騎

警和邊境服務局形容為美國聯邦調查
局的「代理人」，並且實施了違反孟
晚舟應享有的法律權利的「隱蔽刑事
調查」。
相關文件亦顯示，在孟晚舟事件發

生之前的數年間，美國邊境官員已經
多次涉嫌濫用權力，對華為公司員工
的手機或電腦進行檢查、搜證。

加總理杜魯多稱對華將不退縮

中方：有理不在聲高 公道自在人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美國將於
9月1日對部分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高
峰昨日稱，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將不得
不採取相應反制，將於近期公佈不可靠實體
清單制度。
高峰在當天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稱，美
方任何新關稅措施都將單方面導致貿易摩擦
升級，如果美方實施新的加徵關稅措施，中
方將不得不採取相應反制措施。中方將於近
期發佈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目前正在履行
相關程序。他強調，中方將依法依規開展相
關工作。

談及美國關稅措施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高峰坦言，中方有信心、有決心、有能力應
對各種挑戰，保持中國經濟和外貿健康穩定
發展。
目前中國吸收外資和外貿進出口均保持

穩定。據官方數據，7月當月中國進出口額
2.7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出口1.53萬
億元，均為今年以來單月最高水平；吸收外
資額同比增長8.7%，增速亦創年內新高。
此前，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雙方牽頭人

曾於8月13日通話。高峰透露，雙方經貿團
隊「一直保持着溝通」。

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發佈在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首批在老撾北部遭遇車禍受傷的4
名中國遊客22日下午從老撾首都萬
象瓦岱國際機場乘機回國。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就中國旅遊
團在老撾發生嚴重交通事故同老撾
人民革命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國防治安委員會主席本揚
互致口信。習近平表示，事故發生
後，老方迅速動員黨政軍警民各方
面力量積極救援，體現了對中老關
係的高度重視以及對事故處置工作
的負責的態度。
當地時間22日下午3時40分，包
括2名重傷員在內的3名受傷中國遊
客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列車」

醫療隊醫護人員護送下，乘坐解放
軍直-8G新型加改裝救護直升機，從
萬象瓦岱機場起飛回國。稍後，解
放軍醫療隊醫護人員又護送另一名
傷情嚴重的中國遊客乘坐中國東方
航空公司MU2574航班返回昆明。
這4名傷員均為71歲以上老人，

最大的79歲。據「和平列車」醫療
隊介紹，這批傷員經過醫療隊初步
處理，病情穩定，達到後送條件，
將被送到昆明解放軍聯勤保障部隊
第920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
8月19日，老撾北部古城琅勃拉
邦外約40公里處，載有40多名中
國遊客的旅遊大巴發生嚴重事故，
致13人遇難、31人受傷，另有老撾
司機和導遊受輕傷。

老撾車禍受傷4華客回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
日在吉林省長春市舉行的東北亞地方
合作圓桌會議發佈《長春共識》，呼
籲東北亞區域各地方政府着力打造高
效的區域交通物流網絡，積極構建東
北亞區域海陸空大通道。
東北亞地方合作圓桌會議是第十二

屆中國－東北亞博覽會重要活動之
一，以「增進互信合作，開創東北亞
美好未來」為主題，來自包括中國、
日本、韓國、俄羅斯、蒙古國、朝鮮
在內的東北亞六國代表參加，圍繞共
同加強東北亞地區交流合作、和平穩
定、繁榮發展及共同推進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等問題展開深入探討。
近年來，東北亞地區大通道建設取

得重要進展，一批陸海聯運航線開
通，有力推動了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
和民間往來。《長春共識》指出，推
動東北亞地區各國發展戰略對接是深
化東北亞區域交流合作的重要條件，
互聯互通是實現東北亞區域交流合作
的重要保證，各地方政府應加強技術
協作，加快合作進程，實現人暢其
行、物暢其流。

民間交往屬合作重點
《長春共識》還提出，民間交往是

東北亞地區交流合作的重要內容，各
地方政府應進一步支持加強經貿、旅
遊、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等領域
交流，深化民間友誼，夯實社會民意
基礎，推動區域關係進一步發展，並
呼籲各地方政府建立區域青少年交流
工作機制，定期舉辦特色交流活動。
東北亞地區地方政府聯合會秘書長

金玉彩表示，地方政府間務實有效的
交流合作，不僅有助於各國打破國家
層面的政治外交壁壘，更有助於實現
地區和平與穩定，引領東北亞地區走
向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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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的片段顯示了孟晚舟去年12月1日在溫哥華機場被帶至隔離區域並遭盤查的
情形。 視頻截圖

■商務部發言人表示，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將對世界經濟產生衰退性影響。圖為上月22日在紐約舉行的第二十屆中國紡織品服裝貿易展覽
會。 資料圖片

■■高峰指高峰指，，中方將於近期發佈不中方將於近期發佈不
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可靠實體清單制度，，目前正在履目前正在履
行相關程序行相關程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東北亞地方合作圓桌會議昨日在吉林省長春市
舉行。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