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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就取消加徵關稅與美交涉
劉鶴與美貿易代表視像通話 專家：美應釋誠意清除經貿障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駐美大使館官網發
布，當地時間10月8日，秦剛大使在華盛頓
接受鳳凰衛視記者專訪，就美國貿易代表戴
琪闡述對華貿易政策並談及美中經濟「再掛
鈎」作出回應。秦剛說，雙方可以坐下來梳
理哪些方面被「脫鈎」了，以及如何「再掛
鈎」。
秦剛指出，中美經貿關係既然是互利共贏

的，就應該充分考慮彼此關切，本着相互尊
重、互利互惠的原則打交道，動輒施壓對
抗、限制打壓注定行不通。一些人主張與中
國「脫鈎」，如果任何一家美國企業選擇這
麼做，那就是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脫鈎，就
是同14億人口的巨大消費市場脫鈎，就是
同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脫鈎。我注意到戴
琪女士提到美國現在要尋求和中國「再掛
鈎」，其中有一定的積極因素。雙方可以坐
下來梳理哪些方面被「脫鈎」了，以及如何
「再掛鈎」。我們願和美方進一步溝通協
商，妥善管控分歧，共同創造條件，在相互
尊重、合作共贏的基礎上擴大雙方合作的積
極面，確保中美關係包括兩國間經貿關係能
夠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落實好前不久習
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在通話中達成的重要共
識。

美續打壓中企將致嚴重後果
被問及戴琪未提及美撤銷對華關稅、如何

看待講話釋放的複雜信號，秦剛說，過去幾
年來，兩國經歷的貿易摩擦及其結果再次證
明了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打貿易戰、

關稅戰沒有贏家。相信今天更多的美國人懂
得了這個道理。中美作為兩大經濟體又互為
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兩國存在經濟上的
競爭、貿易上的摩擦都很正常，關鍵是如何
處理。我們主張要通過溝通協商，本着相互
尊重、互利互惠的原則，尋求彼此都能夠接
受的解決辦法。
秦剛表示，中方也有自己的關切。近年

來中國企業在美國投資、上市越來越困
難，目前已有900多家中國企業被美方列入
各類實體清單。中國企業面臨不公正待
遇，特別是美方越來越多地利用所謂「國
家安全」的借口打壓中國企業、限制雙方
的經貿往來與合作，這樣發展下去會造成
更嚴重的後果。

美對兩國間經貿合作設限制
被問及如何看待美方聲稱中方沒有全面落

實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秦剛指出，中方
在處理國與國關係中一向重信守諾。儘管在
過去這一年多我們面臨疫情帶來的嚴重困
難，但中方仍本着真誠態度穩步推進落實中
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無論是知識產權保
護，還是擴大從美國進口農產品，以及在金
融領域開放等方面，我們都採取了實實在在
的步驟，取得了重要進展。反觀美方，對中
國企業、對兩國間經貿交往與投資合作設置
了重重阻力和限制。近來中美雙方在經貿領
域保持着各個層級的溝通對話，雙方有什麼
關切都可以放到桌面上談，但同時美方要秉
持務實和真誠的態度。

中
國
駐
美
大
使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駐美大使館官網發
布，當地時間10月8日，秦剛大使在華盛頓
接受鳳凰衛視記者專訪，就美國中情局近期
涉華動向作出回應。
被問及如何看待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新

設立「中國任務中心」，並將中國視為「21世
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威脅」，秦剛表示，前不
久拜登總統在同習近平主席通話時表示，美中
兩國應避免誤解誤判和意外衝突。把中國作為
「21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威脅」就是最嚴重

的誤解誤判。拜登總統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時也
表示，美國不尋求搞新冷戰。像「007」這樣
的冷戰劇本，還是留給好萊塢拍拍大片賺賺票
房吧。美方有些人總是沉浸式地自編自導、假
戲真做，總在說自己是詹姆斯．邦德，陷入這
樣的內卷不能自拔，累不累？為何不「雙減」
一下呢？秦剛表示，我希望兩國元首通話達
成的避免誤解誤判和衝突、妥善管控分歧、
推動中美關係盡快重回健康穩定發展正軌的
重要共識，能夠切實得到遵守和執行。

美CIA「中國任務中心」是「007」冷戰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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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第130 屆廣交會在廣州
正式發布該屆廣交會吉祥物。金

燦燦的身子，甜美的笑容，親和力十足的小蜜蜂
「好寶 Bee」和「好妮 Honey」正式登場亮相。
這是廣交會自1957年創辦以來首次發布吉祥物。

「蜜蜂忠誠、勤勞、團結、奉獻，是一種跨文
化的正面形象象徵，具有非常高的國際認可度，
與廣交會的功能、定位、作用、貢獻完美對
應。」中國對外貿易中心主任儲士家介紹，吉祥
物的名字也有美好的象徵意義。他說，好寶，是
男孩名，寶是Bee的諧音，意喻寶貴，象徵廣交
會是中國外貿發展史上熠熠生輝的瑰寶，為中國
對外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好
妮，是女孩名，是Honey的諧音，意喻友好，象

徵廣交會是友誼的紐帶、貿易的橋樑，是中國的
一張金色名片，為促進中外人民友好往來發揮着
重要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65歲廣交會 首設吉祥物

●●廣交會吉祥物取名為廣交會吉祥物取名為「「好寶好寶BeeBee」」及及「「好妮好妮
HoneyHoney」。」。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中美貿易摩擦回顧

2021年7月，美國商
務部對《出口管制條
例》（EAR）作出修
改，將23家中國實體
列入「實體清單」，
並對「實體清單」現
有的1個中國大陸實
體的條目進行修訂。

2018年9月，美國對華發起第二輪加徵
關稅，對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10%關
稅。中國反制，對原產於美國的5,207
個稅目、約600億美元商品，加徵10%
或5%的關稅。

2018年12月，G20「習特會」：暫時休
戰的框架性協定，開啟90天結構性談判。

2019年5月，美國對中方2,000億美元
商品提高至25%關稅，將華為及其附屬
68家公司列入「實體清單」。

2019年6月1日，中國對已實施加徵關稅
的600億美元清單美國商品中的部分，提
高加徵關稅稅率，分別實施25%、20%
或10%加徵關稅。對之前加徵5%關稅的
稅目商品，仍繼續加徵5%關稅。

2018年7月，美國對華發起第一輪加徵
關稅，將對從中國進口的約500億美元商
品加徵25%的關稅。中國反制，宣布對
美國5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關稅。

視頻通話中，雙方進行了務實、坦誠、建設性的
交流，討論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中美經貿

關係對兩國和世界都非常重要，應該加強雙邊經貿往
來與合作；二是雙方就中美經貿協議的實施情況交換
了意見；三是雙方表達了各自的核心關切，同意通過
協商解決彼此合理關切。中方就取消加徵關稅和制裁
進行了交涉，就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產業政策等問題
闡明了立場。雙方同意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態度繼
續溝通，為兩國經貿關係健康發展和世界經濟復甦創
造良好條件。

美關稅「排除」不意味兩國經貿復常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對香

港文匯報表示，美國對華加徵關稅是特朗普政府時期
的政策，拜登政府若繼續加徵關稅，無疑將與「希望
加強與中國合作」的表述相悖。「要麼合作、要麼競
爭、要麼對抗，如果繼續加徵關稅，這將成為橫亘在
兩國合作道路上一道很難逾越的門檻。」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當地時間10月

4日發布對華貿易政策演講時曾表示，將啟動一個有
針對性的關稅排除流程。白明提醒，這裏的「排除」
並不等同於「撤銷」。因加徵關稅，美國出現了嚴重
的通貨膨脹現象，而關稅「排除」只是為了美國自身
利益考慮，定向對某些項目取消加徵關稅。「這裏面
的可操作餘地是很大的。」他說，「 關稅 『排除』
並非意味着兩國經貿關係恢復到正常狀態。」他認
為，如果美方真的有誠意發展中美經貿關係，就應該
撤銷加徵關稅，這不僅是中方期待的，對目前國內通
脹壓力巨大的美國而言，也是現實的。
白明強調，取消加徵關稅，本身就是讓中美經貿合

作回到正常發展的軌道，美國不應該利用上一任政府

加徵關稅的籌碼，為自己謀求不當利益。「中美經貿
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若要展開合作就必須將
中間障礙都清除掉，不能中方清除、而美方設置，這
是不公平的，也難以看出美方誠意。」

中美對話應尋找最大公約數
「對中國企業設置禁運、將中國企業列入黑名單

等，美方設置了諸多障礙，首先應考慮的是清除障
礙，而不是變本加厲增加籌碼。」他說，解鈴還須繫
鈴人，希望美方拿出實實在在的態度，中美對話最重
要的還是誠信，雙方應求同存異、尋找最大公約數，
這樣的對話才有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10月

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

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與美

貿易代表戴琪舉行視頻通話。中方就取消加

徵關稅和制裁進行了交涉，就中國經濟發展

模式、產業政策等問題闡明了立場。此間專

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這次對話基本上是坦

誠的、有建設性的，但中美貿易摩擦存在已

久，需要更多溝通，以發現更多雙方利益疊

加點和最大公約數，不過，美方尚需釋放更

多誠意，不應利用上一任政府加徵關稅的籌

碼，為己謀求不當利益。

●專家表示，美國應撤銷加稅，而不是以加稅為籌碼為己謀求不當利益。圖為一名觀眾早前在美國拉斯維加斯
消費電子展向中國展商了解VR產品性能。 資料圖片

2020年12月，
美國商務部以
「侵犯人權」為
由，將中芯國
際 、 大 疆
（DJI）等60家
企業列入「實體
清單」。

2020年8月，特
朗普簽署行政命
令，將禁止美國
與TikTok母公司
字節跳動進行交
易，同時禁止與
微信母公司騰訊
進行有關微信的
交易。

2020 年 1
月，中美簽
署「第一階
段 經 貿 協
議」。

2019 年 12 月，
針對第三輪關
稅，美國取消對
剩餘商品（約
1,600 億美元）
加徵關稅，已加
徵部分關稅降至
7.5%。

2019 年 8 月 15
日，美國政府宣布，對自華進
口的約3,000億美元商品加徵10%關稅（此為第三輪加徵關
稅），分兩批自2019年9月1日、12月15日起實施。
中國反制，對原產於美國的5,078個稅目、約750億美元商
品，加徵10%、5%不等關稅，分兩批自2019年9月1日12
時01分、12月15日12時01分起實施。

2019年6月，G20「習特會」，暫緩美
國對華第三輪關稅。

2020年5月，
美國商務部宣
布將 33 家中
國企業、機
構、院校和個
人列入「實體
清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
2021年10月1日，粵港報業泰斗、香港大公報社
原社長楊奇先生因病在廣州逝世，享年98歲。9
日，楊奇先生遺體告別儀式在廣州舉行。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香港大公報等機構敬獻了花
圈。粵港兩地新聞界人士、楊奇家屬、親友等前
往送行。
9日上午，細雨霏霏，廣州殯儀館仙鶴廳中

央，「在港掌華商大公，在粵創南方羊晚，當世
同尊報業泰斗；立言為新聞出版，立功於統戰連
橫，此身常繫時代風雲」的輓聯高掛，將這位傳
奇報人愛國愛港、忠於信仰、貢獻卓著的一生描
繪得淋漓盡致。楊奇先生安臥於中國共產黨黨旗
之下，兩旁花圈環繞，沿着兩側一直延伸到外
面，將整個仙鶴廳裝點得莊嚴肅穆。

儀式低調 如楊老生前謙和樸素
由於疫情關係，告別儀式低調舉行，一如老人

家生前的謙和樸素。楊奇先生兒子楊旭陽代表家
屬致辭時表示，「爸爸披蓋着中國共產黨黨旗離
去，這是他的榮譽和驕傲，是黨組織對他把一生
精力獻給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獻給新
聞出版事業和『一國兩制』事業的充分肯定。」

他並告慰父親說，「您為之奮鬥了一生的祖國，
如今如您所願，繁華盛世，國泰民安。父親可以
安息了。」
楊奇先生的不少生前親友在參加儀式後對記者

表示，楊奇先生具有強烈的事業心和高度的責任
感。他品德高尚、無私忘我、虛懷若谷、平易近
人，始終將對祖國的深厚感情全部傾注到事業中
去，為中國革命和國家建設鞠躬盡瘁、殫精竭
慮，貢獻出全部智慧和畢生心血。在楊奇先生身
上，傳奇的一生與毫不居功、甘於平實的風範相
映生輝，共產黨員的勇毅堅貞與報人的敏銳擔當
互為表裏，是我們學習的楷模和典範。

史跡館頌揚楊老功績高尚情懷
如今，沙溪鎮建了一個申明亭革命史跡展館，

主要展示楊子江楊奇兄弟的事跡，希望通過這些
史跡展示，一方面宣傳楊奇先生的不朽功績和高
尚情懷，頌揚他對黨忠誠、不怕犧牲、勇於奉獻
的偉大精神；另一方面也希望家鄉的後輩們珍惜
這一難能可貴的精神財富，學習他的初心與奉
獻、執着與堅守、奮鬥與付出，將這種精神傳承
下去並發揚光大，把祖國和家鄉建設得越來越美
好。

粵港新聞界告別楊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