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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港口巨頭對加稅制華齊說不
損美經濟影響長遠 僱主工人消費者均需埋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
道）中美貿易談判進展不順利，清華大
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

葵說，如果美國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
遠，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後果，如全球
價值鏈斷裂，全球範圍內爆發大型金融
危機，進而導致地緣政治不穩定。他提
出中方應該採取避免掉入民粹主義陷
阱、繼續推進新型全球化以及推出合情
合理反制措施等三建議拆招，促美國回
到談判桌上，回歸理性、維護多邊秩
序、繼續推動全球化。

經貿仍是中美壓艙石
李稻葵在23日舉行的清華大學中國

與世界經濟論壇中發佈最新中國經濟報
告。在中美貿易方面，他援引數據表
示，去年因為兩國經貿摩擦加劇，美國
對中國進口依賴程度雖然有所下降，但
仍維持較高水平，兩國經貿關係密切，
繼續發揮「壓艙石」作用。去年美
國對中國出口佔總出口逾7.2%，

從中國進口則佔總進口的21.2%。
李稻葵坦言，美國挑起對華貿易衝

突以來，雙方在多個戰場展開了較量。
相對於「貿易」這一主戰場，中國在股
市「戰場」表現不佳，信心不足，主要
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經濟有韌
性，但股市波動性大，抗壓能力差；二
是中國股市受負面衝擊波動性更大，如
受特朗普宣佈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影
響，5月6日上證綜指和深成指分別下跌
5.6%和7.6%，受中方出台反制措施影
響，5月13日美國道瓊斯、納斯達克、標
準普爾500三大股指分別下跌2.38%、
3.41%以及2.41%。

至於如何打造高質量發展的中國股
市，李稻葵稱首先中國
政策制定

者應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上市公司開展
股票回購業務，短期可穩定股市信心和
社會預期，助力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

加快A股高質量發展
此外應該啟動研究海外上市的高質

量公司回A股戰略，不僅是提高中國上
市公司質量的必要舉措，更是確保中國
科技安全和經濟安全的必然選擇。同時
應盤活存量殼資源，加快A股市場「騰
籠換鳥」的節奏，從根本上打造有活
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最後推動股票
市場法制建設，加強執法力量和力度，
從根本上保障股市的健康發展。

美極限施壓 李稻葵3建議拆局

聯邦快遞華為包裹事件簿
■6月21日 聯邦快遞拒為美國《PC Magazine》運送一個裝有
華為手機的包裹。

■5月28日 聯邦快遞將從日本寄往華為中國地址的兩個包裹轉
運至美國，並試圖轉運另外兩個由越南寄往華為其他亞洲辦公
室的包裹，均未經授權。

資料來源：觀察者網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美國白宮貿易
顧問納瓦羅在接受福克斯電視台採訪時，
再次拋出「強制技術轉讓」、「網絡黑客
攻擊」等陳詞濫調，還表示「知識產權盜
竊正是美國政府對中國採取激進立場的主
要原因」。新華社23日發表署名辛識平的
評論文章《散播謬論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
態度》指出，再過幾天，中美兩國元首將
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大阪峰會期間舉行會
晤。在這樣的節骨眼上，美國一些人又出
來散播謬論、製造雜音，不利於雙方通過
平等對話解決問題。

「中國威脅論」聳人聽聞
文章指出，納瓦羅曾在其代表作《致命
中國》中，對中國進行污衊，被媒體稱為
「鷹派中的鷹派」，在中美經貿磋商中多
次扮演不光彩的「攪局者」角色。去年5月
與11月雙方談判前，還有去年12月中美兩
國元首會晤之後，他都曾發表強硬言論攻
擊中國。就在兩國元首將在日本大阪舉行

會晤前夕，納瓦羅又對中國潑髒水，並且
放言：我們要麼得到很多，要麼沒有。
文章續說，從納瓦羅的一系列言論中，
人們不難看出，以臆想代替事實、以情緒
代替理性，正是美國一些人的思維習慣。
納瓦羅罔顧事實真相，無視國際貿易運行
的規律和規則，而是陷在唯我獨尊、你輸
我贏的零和博弈思維中，給中國羅織「盜
竊知識產權」等「罪名」，大肆炮製「中
國威脅論」聳人聽聞。這些偏激的做法不
僅荒謬，而且危險。

「盜竊罪名」缺事實依據
文章強調，中方《關於中美經貿磋商
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明確指出，歷史和
事實充分證明，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取
得的成就不是偷來的、不是搶來的，而
是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得來的。
文章最後說，事實最有說服力，公道自
在人心。對於一些人炒作中國知識產權問
題，美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斯蒂芬

．歐倫斯就公開
表示，這裡面存
在一系列純屬誇
大的事情，一些
人 所 做 的 就 是
「妖魔化中國」。
在2019中國知識產
權保護高層論壇上，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
幹事弗朗西斯．高銳更
是對中國在知識產權領
域取得的非凡成就表示祝
賀，認為中國已成為全球知
識產權創造和保護的典範。指
責中國「盜竊」知識產權缺乏
事實依據，完全站不住腳。美國
一些人一再把這些謬論拿出來拋售，
企圖混淆視聽，注定不會得逞。少製造
噪音雜音，多為平等對話、解決問題創
造必要條件和氛圍，才是務實而有建設
性的態度。

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下屬的舊金山地方媒體報道，
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港的負責人21日向美國貿易代表萊特

希澤致信，指出美國關稅政策及其招致的中國反制措施將對美國
經濟產生重大而長期的影響。信中提到，與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佔
奧克蘭港貿易總額的37%，其中包含大量美國農產品出口。
與此同時，西雅圖、洛杉磯、長灘等幾大港口負責人也都表
示，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將對美國僱主、工人、消費者造
成經濟損害。

梅西等零售商加入反對
包括傑西潘尼公司、梅西公司等美國知名零售商也表示反對
對中國商品徵收更多關稅，並警告稱，美國國內消費者將面臨更
高的售價。美國零售聯合會的調查顯示，如果美國再對價值
3,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稅，美國消費者將為服裝、鞋
類、玩具和家用電器多支出122億美元。
早前不僅有超600家美企致信特朗普，呼籲停止與中國貿易
戰，惠普、戴爾、微軟、英特爾以及蘋果等科技巨頭亦明確發聲
反對對華加徵關稅。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曉晶對香港
文匯報表示，美對華挑起和升級經貿摩擦，在美國內部引發激烈
反彈，是意料之內。這是因為它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嚴重破壞了
已經形成的高效的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和技術創新生態，受影響
最大的可能不是中國企業，而是基於全球分工、供應鏈格局的跨
國企業，其中美國企業巨頭首當其衝。

中國供應鏈難以替代
對美國公司而言，對華加徵關稅和對中國公司的制裁措施，
將對美國公司經營活動和利潤造成直接影響，同時導致供應鏈成
本的人為增加，影響供應鏈的穩定和安全。部分企業被迫調整供
應鏈全球佈局，成本不斷增加。「中國是唯一能夠生產聯合國工
業目錄大類所有產品的國家，已具備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短期
內難以被其他國家替代。對於美國企業而言，擺脫對中國供應鏈
的依賴，成本很高，導致現實的利益損失。」張曉晶認為，如
果最終美政府一意孤行，繼續加徵關稅，升級貿易摩擦，美國經
濟及企業勢必受到很多衝擊，無法逃避損失。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正在舉行為期七天的聽證會，徵詢美國
零售商、製造商和其他企業就特朗普提出的對價值3,000億美元
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方案的意見，聽證會將於6月25日結束。相
關關稅政策在7月2日為期七天的最後辯論期結束前將不會生
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

巖 北京報道）美國政府威

脅再對價值3,000億美元的

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美國貿

易代表辦公室正就此舉行為期七天的聽證會，而今

聽證會尚未結束，卻從美國國內傳出越來越多擔憂

與反對的呼聲。連日來，美國港口、零售等多個行

業巨頭都警告說，對華加徵關稅將影響美國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中國駐英
國大使劉曉明21日接受英國天空新聞台
直播專訪。對於在當前中美關係背景
下，英國是否需要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作
選擇問題，劉曉明表示，中方希望與英
國、美國均發展良好關係。他相信，英
國將獨立作出符合英國自身利益並有利
於中英合作的決定。
在被問及英國脫歐之後，是否需要同
中國談判達成新的貿易安排，劉曉明
說，中方對此持開放態度。「當然，英
國必須首先完成脫歐。中英雙方就新的

貿易安排一直保持密切溝通。中方願意
同歐盟和英國都保持良好夥伴關係。」

華為對英電信產業作貢獻
對於英國一些對華為深度參與5G網

絡建設的不必要的擔憂，劉曉明澄
清，中國政府從未利用科技監控老百
姓。他說，英國在很多地方安裝了監
控設備，你們有你們的需要。中國在
一些地方安裝監控設備是為了國家安
全和防範恐怖主義。華為是一家優秀
的企業，在英國經營18年，為英國電
信產業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希望

英國能夠繼續與華為合作。
那麼，如果新任英國首相決定拒

絕華為會有什麼後果呢？對此，劉
曉明說，這將不僅對華為而且對
中國企業發出十分錯誤和負面
的信號。英國被認為是最開
放、最具良好營商環境的
國家。過去五年，中國在
英投資迅猛發展，對英投
資過去十年間增長了三
倍。如果英國拒絕華
為，肯定將對外發出
十分負面的信號。

電信設備遭扣押 華為起訴美商務部

拒運華為手機至美國
聯邦快遞致歉認出錯

■■美加州奧克蘭美加州奧克蘭、、西雅圖西雅圖、、洛杉磯洛杉磯、、長灘等幾大長灘等幾大
港口反對美國對華加徵關稅港口反對美國對華加徵關稅。。圖為一艘中遠運營圖為一艘中遠運營
的貨櫃船停靠在奧克蘭港的貨櫃船停靠在奧克蘭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稻葵指如果美國在錯誤的道路上越
走越遠，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後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理攝

辛識平：散播謬論無助平等對話解決問題

駐英大使：中國盼與英美均發展良好關係 香 港 文
匯報訊 美國聯

邦快遞（FedEx）上
月「誤寄」華為國際包

裹前往美國，中國有關部
門已決定就此立案調查。事
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據觀
察者網報道，聯邦快遞近日又拒
絕為美國IT雜誌《PC Magazine》
運送一個裝有華為手機的包裹，理由
是「華為及其68家全球子公司被列入

（美國的）『實體名單』，故公司不能
投遞」。雖然聯邦快遞隨後已致歉，但
雜誌社認為聯邦快遞的前後表述自相矛
盾，直斥事件太荒謬。
對此，華為回應稱，聯邦快遞拒投

遞華為手機，「這完全是對（美國）行
政命令和實體名單的誤讀。」
報道指，《PC Magazine》首席分

析師塞根（Sascha Segan）21日在推特
發文稱，其英國作者想把他的華為P30
Pro寄給雜誌社，以作測評用途，該手

機屬於其公司。包裹先用英國皇家郵政
旗下的Parcelforce快遞從倫敦寄出，並
按要求填寫了華為手機型號，當運抵美
國印第安納波利斯，在當地停留約5小
時後，於當天被退回倫敦，原因是「美
國政府與華為及中國政府之間的問
題」。
事件曝光不久，聯邦快遞向《PC

Magazine》道歉，稱：「正被討論的包
裹是被錯誤地退還給發件人，我們對此
錯誤操作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華為
美國公司日前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地區
法院起訴美國商務部，認為美國商務
部扣押華為設備並遲遲不作出相關
決定的行為「非法」。

法院公開的訴訟文件顯
示，2017年，華為將包括
一台計算機服務器和一
台以太網交換機在
內的多件原產於
中國的電信
設 備 運
往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一家獨立實驗室檢
測，完成檢測後計劃將設備運回。當
年9月，這些設備在運回中國的途中被
美國商務部以調查是否需要出口許可
為由，扣押於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
市。
訴訟文件表示，設備被扣後，華為按
要求提交了相關信息，並被告知美國商
務部下屬機構通常在45天內作出設備
是否需要出口許可的決定。迄今為止，
設備已被扣20多個月，而美國商務部
仍未作出決定。華為方面表示，截至提
起訴訟時，這些設備已「在阿拉斯加的

倉庫中陷入官僚主義僵局」，長達632
天。

美無故拖延屬非法
華為方面認為，這些設備在美國境外
生產並被送回原產國，無需出口許可。
訴訟文件主張，不論美國商務部最初扣押
設備是否存在過錯，無故拖延作出是否
放行的決定都是「非法的」。華為沒有
向美國商務部索賠，但要求美國商務部
對相關設備運輸是否違規作出裁決，如
果裁定不違規，美國商務部應放行設
備。

■塞根在社交網站
上載被聯邦快遞退
回英國、裝有華為
手機的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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