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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採必要措施 護中企權益
堅決反對美將33家中國機構和個人列入出口管制清單

中德領導人三通話
釋中歐關係新訊號

■昨日記者會的最後，耿爽抱拳與「藍廳」道別。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昨日的中國
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耿爽在確認回答完
當天最後一個問題後說：「由於工作安排原因，
我即將奔赴新的崗位。今天應該是我作為外交部
發言人最後一次主持例行記者會。」
當日，耿爽穿着深色西裝、繫湖藍色領帶，不

知是巧合還是紀念，這與他第一次亮相藍廳（中
國外交部新聞發布廳因以藍色為主色調，故名藍
廳）時的穿着如出一轍。

任發言人四年金句多
2016年9月26日，耿爽首次以外交部發言人
身份站上藍廳發布台，成為中國外交部第30任
發言人。在此之前，耿爽曾在外交部國際司、國
際經濟司以及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還曾
擔任中國駐美國使館新聞參贊兼發言人。
初次亮相藍廳時，耿爽坦言，外交部發言人和

使館發言人的工作性質很不一樣，「我還是本着
歸零心態，從頭開始、從零學起」。
近4年的時間裏，這位「從零學起」的發言人
主持了近400場記者會。面臨各種錯綜複雜的國
際問題，他沉穩從容的表態，留下了許多令人印
象深刻的「金句」。

「你可能在某個時刻欺騙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
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所有人。」針對美國議員
涉港言論，他引用了這句美國前總統林肯的名言作回應。
「請大家稍安勿躁，該來的都會來，並且很快會來。」

在被問及中方如何回應美方公布對華301調查徵稅產品建
議清單時，他指出，美方有清單，中方也有清單。

會繼續講好中國故事
自1983年中國外交部正式建立發言人制度以來，歷任

發言人均成為外界觀察和了解中國的窗口，每一次的一問
一答也為中國與世界良性互動留下歷史註腳。
卸任外交部發言人之際，耿爽再次表示，作為一名中國

外交官，無論走到哪裏，都會繼續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
國聲音，為促進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了解，增進中國人民與
世界人民友好情誼作出自己的努力與貢獻。
「在此跟大家道別，我們後會有期。」耿爽以一個古老

的中國傳統禮儀「抱拳禮」結束了自己作為發言人在藍廳
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之後，他走下發布台，與現場的中外
記者一一握手告別，合影留念。

6月3日晚上，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和德國總
理默克爾撥通了新冠肺

炎疫情發生以來的第三次
電話。如此高頻率，不多

見。疫情以來，與中國領導人通話三
次的國家只有三個，俄羅斯、法國，
還有德國。

三個當中，除了老朋友俄羅斯，另
外兩個都是歐盟國家。顯然，中歐關
係正在釋放出一些新訊號。這些訊
號，藏在三通電話當中。

相互支持 堅定合作
1月22日的第一通電話，信息量很

大。
先來看看習近平的判斷：「今年中

德、中歐有多項重要政治議程」「兩
國合作已經超越雙邊範疇」「今年對
中歐關係是重要的一年」……默克爾
的說法也很有默契：「德中共同點很
多，希望雙方在各層級保持富有成果
的對話和交流」「歐中今年將有一系
列重要議程」……

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節奏，但也
讓各國以另一種方式理解了合作的意
義。譚主看完中德領導人的三次通話
內容，最明顯的感受就是一個詞，相
互支持。

到了3月25日第二通電話，中國最
先說的詞就是銘記在心。此時全球疫
情蔓延，德國確診病例超過 3.5 萬
例，中國「感同身受」，並且「願繼
續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繼續」
二字，透着溫度。

相互支持，是投桃報李。
第二通電話裏，默克爾特別提到了

一句話：「德方主張基於事實，秉持
客觀公正立場，通過國際合作共同應
對疫情。」這句話，意有所指。

某些國家抗疫不力，就開始炮製針
對中國的污名化言論。不少德國政要
早早就站出來聲援中國，默克爾的話
譚主印象最深：「中國採取了果斷、
有力防控措施，付出了巨大努力，德
方高度讚賞，願繼續向中方提供支持

和幫助，開展合作。」
至於後來的索賠謬論，德國的態度

也很明確，要感謝中國發揮的建設性
作用，應對大流行才是當務之急。

相互支持，是理性公正。
到了第三通電話，說的最多就是合

作，共同支持世衞組織，共同幫助非
洲抗疫……這些話在不久前舉行的世
衞大會上，中德領導人也都提了。

但就在幾天之前，美國終止了與世
衞組織的關係。不僅如此，美國還曾
試圖將德國新冠疫苗生產企業遷入美
國，獨享專有權。這也就不難理解，
為何德國在通話中特別讚賞了中國研
製出的疫苗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承
諾。

相互支持，是堅定合作。
一場疫情，擾亂了既定的安排，但

也讓溝通多了，信任多了。不止於
此，當疫情讓全球經濟陷入陰霾，中
德更加明白了彼此的不可或缺。

護產業鏈 穩供應鏈
就在中德領導人第三次通話前後，

兩架從德國返回中國的復工復產包機
從法蘭克福起飛，第一架5月30日到
了天津，第二架6月4日到了上海。
約400名乘客大多數是德國在華企業
的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

這正是通話中提到的中德「快捷通
道」，也是疫情發生後第一批次從歐
洲包機飛往中國的航班。

回中國的目的很明確，正是習近平
和默克爾在通話中達成的共識：在疫
情防控的基礎上推進復工復產，維護
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譚主注意到，第一架落地天津的航
班裏，有西門子能源中國區CFO，目
前，西門子在中國的生產已經全面恢
復。在給譚主的回覆中，西門子對中
國的復工復產充滿信心：「中國擁有
龐大的國內市場需求和完善的產業價
值鏈，能夠為經濟恢復發展提供堅實
的基礎。」

底氣來源於中國的市場和產業鏈優
勢，這不僅僅是西門子的感受，也是

不少德企的共識。
坐落在青島的中德生態園，有85家

外資企業，全球疫情所帶來的震盪中，
中國市場成了一些企業的穩定器。

全球疫情爆發期間，園區內的德國
曼澤納公司在中國的銷售額不僅沒受
影響，還擴大了，成為了該公司在全
球銷售指標完成最好的一個子公司。
園區搭建的線上平台「中德商通」
上，一些德國商品的銷售額也比去年
同期增加了40%。

更為重要的是，中德產業鏈深度互
補，中國其他行業企業的復工復產為
德企恢復正常生產秩序做好了鋪墊。

龐大的市場加上深度鉚合的產業
鏈，正在讓中德經濟甦醒，也正在給
世界經濟注入確定性。

投資協定 緊湊談判
三次通話裏反覆提及的政治議程，其

實已經顯示在了雙方的日程表裏。
第一個是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就在

上個月末，中歐雙方花了五天時間以
視頻方式舉行了第二十九輪中歐投資
協定談判。過去三個月，談判也很緊
湊，一共舉行了三輪。

這個談判已經經歷了 7 年，20 多
輪，按照計劃，有望在今年完成。

第二個是中國-歐盟峰會。這個峰

會由德國倡議發起，中國領導人與27
個歐盟成員國領導人將一起出席，前
所未有。中德歐三方一直就峰會籌備
工作保持密切溝通，各方都願意舉辦
這樣一個峰會，恰恰體現了中歐關係
到了一個高度緊密的階段。

全球挑戰 共同應對
現在，中歐之間已經有了70多個領

域的對話和合作。在單邊主義、反全
球化的聲音又開始露出苗頭的當下，
中歐之間這樣的行動再釋放了一個強
烈訊號：堅持多邊主義，應對全球挑
戰，共同為不確定的世界增加確定
性。

關鍵，在於「共同」二字。幾天
前，德國總理默克爾直播了她的歐盟
理事會外交安全政策議程，在會上，
她多次提到了中國的重要性。這種重
要性默克爾描述的很具體：「不僅在
貿易範圍內，要有決心承認中國在國
際機構當中佔有的一席之地，在氣候
變化、環境保護以及衞生安全領域也
可以而且必須與中國更進一步的合
作。」

這其實也是在告訴世界，應該站在
歷史正確的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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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同意通過國際合作共同應對疫情。圖為中車株機4月捐贈醫療物資助力
德國抗疫。 資料圖片

■■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將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將3333家中國相關機構和個人列入出口管制家中國相關機構和個人列入出口管制「「實實
體清單體清單」。」。圖為中遠海運貨櫃船駛經美國金門大橋圖為中遠海運貨櫃船駛經美國金門大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國彭博社報道，來自
美國、英國、德國等8個國家的部分「資
深議員」5日組建一個所謂的「跨國議會對
華政策聯盟」，尋求抗衡他們宣稱的「中
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對全球貿易、安全構
成的威脅」。據外交部網站消息，在5日
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應詢回
應說：我們敦促少數政客尊重事實、尊重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
形態偏見，停止利用各種問題干涉中國內

政，停止為一己私利搞政治操弄。我們希
望他們能夠多為國際社會團結合作發揮建
設性作用。

籲fb勿政治化標籤「官媒」
此外，針對美國facebook將給中國、俄

羅斯等國的「官媒」打上標籤，並禁止其
向美國用戶投放某些廣告，耿爽應詢時
說，希望有關社交媒體平台放棄意識形態
偏見。

耿爽表示，媒體是各國人民加強溝通、
增進理解的重要橋樑和紐帶。任何外國媒
體機構，只要其活動符合駐在國法律法
規，遵守職業操守，就應該被一視同仁，
不應該被區別對待。
「我們希望有關社交媒體平台放棄意識

形態偏見，本着開放包容的精神看待各國
媒體在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中的作用，不
要選擇性地設置障礙，更不要將問題政治
化。」他說。

八國政客「組團」抗華 外交部斥政治操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針對美國將33家

中國相關機構和個人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中國商務部

新聞發言人5日發表談話，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錯誤做法，稱將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美國商務部於當地時間5日發布
公告，將24個所謂「支持中國

軍用採購」的機構和個人、9家所謂
「侵犯新疆人權」的中國機構列入
出口管制「實體清單」。

託詞國家安全濫用出口管制
對此，商務部新聞發言人稱，美方
再次以所謂「涉軍」和「人權」為
由，將33個中國相關企業、大學、研
究機構和個人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
單」，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該發言人表示，美方多次以所謂
國家安全為由，濫用出口管制等措
施，動用國家力量打擊他國企業，
對國際經貿秩序造成嚴重破壞，對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造成嚴重威
脅。這不利於中國，不利於美國，
也不利於整個世界。
發言人稱，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

錯誤做法，並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美逼華企退市損投資者利益
另據報道，針對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近日警告中國公司不要再進行所
謂「財務欺詐」，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耿爽5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
方對上市公司財務造假行為始終秉
持「零容忍」的態度，美方關於中
國公司不遵守美國相關規則的說
法，以偏概全。
有記者提問，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日前發表講話，稱「歡迎納斯達克
加強更嚴格的監管」，同時警告中
國公司不要再進行「財務欺詐」行
為。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耿爽表示，我們注意到美方有關

的表態。中國政府始終主張無論在
何時上市，上市公司都應當嚴格地
遵守上市地的相關法律和規則，真
實準確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中方對上
市公司財務造假行為始終秉持「零
容忍」的態度。這一立場是一貫
的，也是明確的。美方關於中國公
司不遵守美國相關規則的說法，以
偏概全。
耿爽稱，的確近來個別的中國公
司出現了一些財務造假行為，但這
不能完全代表全部在美上市的中國
公司。美方近期針對中國公司的一
些言論和做法帶有明顯的偏見。
「事實上中美雙方的監管機構在跨

境上市公司審計監管領域開展了多項
的合作。現在的事實是，美方有關監
管機構不願意去解決問題。」耿爽
說，「美方針對中國的有關言行，是
對監管問題的政治操弄，逼迫中國公
司從美國退市，將會嚴重地損害美國
投資者的利益。」
耿爽強調，我們期待美方拿出解

決問題的誠意，按照跨境審計監管
的國際慣例，以平等合作的方式來
解決分歧，真正保護投資者的利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