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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批美 特朗普腹背受擊
專家：華應集中力量精準打擊迫使收手

世界媒體責美升級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

美國彭博社
特朗普指示對另外 2,000億美元的中國
商品加徵 10%關稅，引起美國金融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美國特朗普政

下跌和共和黨內的批評。

府宣佈對中國 2,000 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

英國《金融時報》
特朗普的最新舉措當即引發股指期數下

後，隨即引起各方批評聲浪和美國金融市場

跌。關稅波及的範圍正在（美國）急劇擴

下跌。國際輿論認為，美加徵關稅將拖累美

大，對於貿易形勢日益惡化的憂慮情緒已

國經濟，令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增加。有北京

經在各大企業中蔓延開來。

學者表示，鑒於中美經貿關係的不對稱，今

德國《南德意志報》

後回擊就應當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特朗普兌現了他的威脅，整個世界都

下一步中國應集中力量精準打擊，迫使美國

被捆綁。事態的升級將影響世界大部分

收手。

地區。消費者、投資者、交易所和出口
商都無一倖免。

從

今年 6 月 1 日起美國對歐盟單方面加徵鋼鋁產品
關稅，到近期美國挑起對華經貿摩擦，美國的種
種貿易保護主義舉措引起了北歐多國的反對。芬蘭外
貿與發展部長日前表示，美國把鋼鋁產品威脅美國國
土安全作為加徵關稅的理由非常牽強。

而作為鋁製品大國的挪威，也同樣受到了關稅問題
帶來的衝擊。挪威全國工商聯國際事務部主任米勒表
示，美國對歐盟加徵鋼鋁關稅問題可以通過歐盟機制
協調解決，然而美國違反世貿規則，對從中國進口的
約34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這才是他最擔心的。
「用加徵關稅來解決美國的貿易問題，特朗普政府
想錯了，也做錯了。」西班牙加利西亞國際關係研究
院院長里奧斯日前表示。里奧斯認為，特朗普政府若
繼續一意孤行，美國和歐盟之間的分歧將不斷擴大，
最終導致兩敗俱傷。談及歐洲應如何應對貿易摩擦
時，他表示，歐洲正在亞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地
區尋找更多貿易夥伴，以期降低美國加徵關稅所造成
的貿易風險。

星媒指中國將優化止損
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稱，由美國加徵關稅、中國
被迫反擊而打響的貿易戰，若戰線拉長，美國經濟或被
拖累。報道援引彭博經濟研究的分析稱，若第一回合的
加稅後冷靜下來，衝擊或許還算溫和，但是若一發難
收，美國繼續對其他國家加徵10%的關稅而引來報復性
措施，美國經濟到2020年的增長率可能被拉低0.8個百
分點。該報稱，中國政府將不斷優化止損方案，力求將
貿易戰損失減至最低。
據中國官方數據，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額近4,300億美
元，自美進口額約1,500多億美元。此前中國商務部新聞
發言人曾表示，如果美國出台徵稅清單，中國將採取數
量型和質量型工具在內的各種舉措進行反擊。

在其報道中列舉了美國以往數次採取對
外貿易強硬政策，挑起貿易摩擦的史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美國
參議院 11 日以 88 票比 11 票的壓倒性票
數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國會在美國政府
以國家安全為名加徵關稅時發揮更大作
用。雖然該決議不具約束性，但輿論普
遍認為這表明共和黨領導的國會對總統
特朗普近期頻加關稅政策的不滿。
《華盛頓郵報》認為，參議院通過的
這份決議尋求讓國會在監督特朗普作出
關稅決定時發揮更大作用，是一個象徵
性的譴責，反映出共和黨人對於特朗普
發動貿易戰的警告。雖然它無權要求白
宮改變相關徵稅做法。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CNN）稱，參議院以跨黨派的高
票通過這一不具約束力的決議是在向白
宮傳遞一個信息，即參議員們對於特朗
普在關稅方面做出的破壞性舉動感到沮
喪。

華科學家合成金屬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固體物理
研究所採用超快探測方法與極端高
溫高壓實驗技術，將普通氮氣成功
合成為超高含能材料聚合氮和金屬
氮，揭示了金屬氮合成的極端條件
範圍、轉變機制和光電特徵等關鍵
問題，將金屬氮的研究向前推進了
一大步。

若作綠色燃料 火箭推力倍增

氮材料聚合物是五種常規超高含
能材料之一，蘊含大量可釋放化學
能。在極端高溫高壓條件下，氮分
子會發生一系列複雜的結構和性質
變化，從而形成聚合氮和金屬氮，
這兩種氮材料都是典型的超高含能
材料，是目前常用炸藥TNT能量密
度的十倍以上，具有含能密度高、
綠色無污染和可循環利用等優點，
如果能作為燃料應用於載人火箭
一、二級推進器，有望將目前火箭
起飛重量提升數倍以上。
鑒於傳統的高溫高壓實驗方法和
探測手段的局限性，此前的研究僅
僅部分地反映了氮在極端條件下的
行為，未能全面揭示由絕緣態的氮
分子向金屬氮轉變的壓力、溫度和
物性的全息相圖。中科院科研團隊
在原有的金剛石對頂砧裝置的基礎上，引入
了脈衝激光加熱技術和超快光譜探測方法，
建成了集高溫高壓產生及物性測量的原位綜
合實驗系統。

大公報整理

美輿論斥特魯莽 憂自食其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美國政府
10日宣佈擬對2,000億美元進口自中國的商品
加徵關稅的清單後，美國多個主流媒體、議員
和行業協會對此表示擔憂，稱其「魯莽」，擔
心美國自食其果。
《紐約時報》稱，貿易戰已開始推高依賴國
際供應鏈的企業的成本，其範圍從製造業到零
售業。儘管特朗普政府表示將盡量減少對美國
家庭的影響，但隨着徵稅商品清單不斷擴大，
感受到壓力的消費者和企業會越來越多。
艾奧瓦州的聯邦參議員格拉斯利對彭博電視
台說，他對美中兩國的貿易摩擦及其對該州的
農民和企業帶來的不確定性感到非常擔憂，
「當你不知道結果是什麼時，就會有很大不確
定性，而這肯定會有影響。希望我們很快就能

■美國零售商領袖協會批評新一輪關稅措
施已影響一般消費者。圖為美國民眾早前
在沃爾瑪搶購貨品。
資料圖片

解決。」
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哈奇稱其反對進
一步關稅舉措。他在聲明中稱特朗普政府此舉
顯得魯莽，而且不是一個有針對性的做法。
美國全國零售聯合會負責政府公關的高級副
總裁弗朗奇也發表聲明稱，美國擬對 2,000 億
美元中國商品徵收關稅是魯莽的戰略，只會讓
美國自食其果，傷害美國家庭和工人。弗朗奇
稱，這對美國經濟的威脅已經不是是否會發生
的問題，而是「何時」以及「有多糟糕」的問
題。對如此廣泛的產品徵稅讓人難以想像，美
國消費者將會面臨被迫上漲的日常商品價格。
隨之而來的報復行為將使美國失去成千上萬個
就業崗位，損害美國農業、當地企業和整個社
區。

參加世貿審議「大考」 華籲捍衛多邊貿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世界貿易
組織 11 日開始對中國進行第七次貿易政策
審議。率團參加此次審議的中國商務部副
部長、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在當天
的審議會上介紹了自 2016 年 7 月上次審議
以來，中國在貿易投資領域的新進展、主
要改革和對外開放措施，以及積極參與多
邊貿易體制、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的有關
情況。

今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鑒於中美經貿關係的不對稱，今後回擊就應當是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了。」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研
究員梅新育對中新社稱。在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產業經濟部部長趙昌文看來，下一步，中國應集中力
量對特定產業領域、特定人群、特定地區進行精準、
科學打擊，迫使美國收手。「這是最有可能奏效
的」。
官方稱進行「必要反制」，還意味着中國的回擊將
建立在充分考慮國內產業所受影響的基礎上，不會不
計後果。

並指出，歷史告訴我們貿易戰沒有贏家。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哈奇（右）批評特朗普升級貿易戰的舉動魯莽。
資料圖片

美參院支持國會監督關稅

美與歐盟分歧不斷擴大

《日本經濟新聞》

人世16年 貿易增長超全球水平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
（右）代表中方發言。
中新社

王受文說，從 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至
2017 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口額年均增長
13.5%，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2 倍。中國服務
貿易進口年均增長16.7%，是世界平均水平

的2.7倍。2001年時，美資企業在中國市場
銷售額只有 450 億美元，到 2016 年，其中
國市場銷售額達到了 6,000 億美元。2017
年，在華外資企業在中國進出口總額中佔
到44.8%的份額。他引用中國歐盟商會最新
調查表示，2017 年歐洲企業在華經營狀況
持續改善，66%的受訪企業收入超過了
2016年，93%的歐洲企業收入實現增長。

41被訴案 皆尊重裁決認真執行
他說，2001 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中
國對外支付的知識產權使用費只有 19 億美
元，2017 年已達到 286 億美元。中國美國
商會 2018 年白皮書顯示，在美國在華投資
企業最為挑戰的問題中，知識產權僅排在

嘉陵江或現50
嘉陵江或現
50年一遇洪水
年一遇洪水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受新一輪強降雨影
響，長江上游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等
流域出現較大洪水，特別是嘉陵江上游多站發
生超警戒、超保證或超歷史洪水，今年長江第2
號洪水正在長江上游形成，洪峰流量將大於此
前1號洪水。
來自長江委水文局的監測數據顯示，截至7月
11 日 11 時，岷江上游出現超歷史最高水位洪
水，嘉陵江支流白水江出現超保證水位洪水，金
沙江中游幹流出現超警戒水位洪水，嘉陵江亭子
口水庫出現超50年一遇的入庫洪水。預計7月12
日長江幹流寸灘站將出現一次5萬立方米每秒量
級的洪水，而三峽水庫將出現約5.8萬立方米每
秒的洪峰流量，流量大於此前的1號洪水。

四川暴雨 多地洪澇
此前，長江委水文局已於 11 日 8 時發佈洪水
橙色預警。長江防總於11日14時啟動防汛Ⅲ級

■三峽水庫加大下泄流量騰出庫容
三峽水庫加大下泄流量騰出庫容。
。

新聞 速遞

新華社

應急響應，調度上游部分水庫削峰攔洪，減輕
川渝防洪壓力。
目前，長江防總辦已向四川、重慶等有關省
市下發緊急通知，要求全力做好當前防汛抗洪
工作。在暴雨襲擊下，成都、綿陽、德陽、廣
元、阿壩等地洪澇成災。其中，綿陽確認發生
1949 年以來最大洪水，且水位仍在上漲。包括
九寨溝景區、瀘定橋景區、峨嵋山風景名勝區

京城霧霾與肺癌無大關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京報報道，北京市 2017
年健康白皮書 11 日發佈，顯示 2007 年至 2016
年，全市肺癌發病率從55/10萬左右上升到70/
10 萬左右。會上專家表示，根據目前監測結
果，二手煙、室內裝修污染等與肺癌發病率關
聯強，而霧霾與此關係較弱。
根據白皮書，2016 年男性腫瘤新發病例中，

第 12 位，已不是其經營中遇到的主要困
難。
他說，截至 2018 年 4 月，中國在世貿組
織起訴案件17起，被訴案件41起。對每起
被訴案件，中國尊重並認真執行裁決，作
出了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調整，無一例被
起訴方申請報復的情況。
王受文表示，當前，多邊貿易體制面臨
嚴峻挑戰。中國呼籲世貿組織成員堅定捍
衛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發展中國家特
殊和差別待遇等多邊貿易體制的基本原則
和核心價值，堅決反對貿易霸淩主義、保
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同時也強烈呼籲解決
上訴機構成員補選所面臨的僵局，解決單
邊主義行為對世貿組織的系統性威脅。

肺癌發病居於第一位，其次是結直腸癌、肝
癌、胃癌和前列腺癌。女性中乳腺癌發病居於
首位，其次是肺癌、甲狀腺癌、結直腸癌和子
宮體癌。在男女兩性腫瘤發病中，肺癌都「名
列前茅」。
據介紹，去年北京共報告肺癌新發病例9,238
例，佔到了惡性腫瘤新發病例的19.7%。北京市

等多個景區臨時關閉。
24 小時內，成都機場先後遭受兩次極端天氣
襲擊，造成上萬名旅客滯留機場，航班大面積
延誤。寶成鐵路四川境內多個區間雨量超警戒
值，途經寶成鐵路運行的多趟列車停運或晚
點。據統計，6 月 24 日 8 時至 7 月 7 日 8 時，四
川平均降雨量167.7毫米，為四川省氣象台有記
載以來歷史同期第二多，僅次於1961年。
腫瘤防治研究所副處長王寧表示，北京肺癌發
病率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就居於惡性腫瘤第一
位，監測表明，八成以上的男性肺癌患者都有
二十年以上的吸煙史，二手煙是肺癌的主要致
病因。具體到環境對肺癌發病率的影響，目前
已知的室內因素包括中餐獨特的烹飪方式造成
室內 PM2.5 上升，以及室內裝修污染。室外空
氣污染方面，根據目前監測結果，北京十幾年
來的空氣質量的變化和肺癌發病率沒有很強的
關聯。

中國醞釀將以省為單位，開展抗癌藥專
項集中採購，意在通過集中帶量採購，優
化臨床用藥結構，在國家對抗癌藥降稅的
基礎上，實現抗癌藥終端銷售價格明顯下
降。據了解，抗癌藥專項集中採購的範圍
基本覆蓋降稅範圍內的抗癌藥。此外，各
地可以根據藥品使用量、使用金額和臨床
需要等因素，適當擴大範圍。
■經濟參考報
針對手機不明扣費、垃圾短信、騷擾電
話等問題，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11 日發
佈消息稱，已組織相關通信管理局、各基
礎電信企業着手開展工作，對相關灰色利
益鏈條上的違法違規行為，工信部將積極
配合有關部門依法進行處置。 ■中通社

深圳大鏟灣整車口岸 12 日首次以滾裝
船的方式出口汽車，百輛比亞迪 e6 電動
汽車通過滾裝船「春天天空」號運往泰
國。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