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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取消拟加征关税

美国悍然升级对华贸易摩擦，引发
美国各行各业一片抗议声。

彭博新闻社网站 8 月 30 日报道称，
香肠、番茄酱、芥末酱和塑料盘——所
有这些都是美国人在这个周末烧烤的重
要材料。它们从中国进口的价格将上涨
15%。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进一
步加大了批评声，这位美国最大的企业
游说组织负责人呼吁停止贸易战并恢复
谈判。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 8 月 30 日报道，
美国信息技术工业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
说：“当前使用的关税工具根本没有奏
效，我们还在看到负面结果。”

据路透社 8月 28日报道，数以百计
的零售商、鞋类企业和商业团体呼吁特
朗普取消拟议中的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
税，警告此举将抬高消费物价并引发失
业。超过 200 家美国鞋类企业说，鞋类
产品原本的平均税率就达到 11%，如今
还要加征 15%的关税，而部分鞋类的关
税更会高达 67%，将使消费者每年多花
费40亿美元。

超过 160 个美国商业组织组成的联
盟 8月 28日联名致信，要求特朗普总统
推迟对中国商品的所有关税上调。“我们
的联盟代表美国经济的每一个部分，包
括制造商、农民和农业综合企业、零售
商、科技公司、服务供应商、天然气和石
油公司、进口商、出口商以及其他供应链
利益相关者。我们共同通过庞大的供应
链为数千万美国人提供就业机会。不幸
的是，关税上调仍将对很大一部分假日
商品造成冲击。许多企业将别无选择，

只能将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担忧：伤害层层叠叠

加税已经让美国消费者寒了心。据
法国 《回声报》 网站 8月 30日报道，牛
津经济咨询社估计，第一波加税意味着
平均每户家庭要承担 490 美元。而且，
美国消费者到年末会感到更加痛苦。英
国 《金融时报》 网站 8月 30日报道，密
歇根大学发布的本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
7 月的 98.4 跌至 89.8，是 2016 年 10 月以
来的最低点。这也创下2012年12月以来
的最大单月跌幅。报告发现，1/3 的消
费者表示对关税感到担忧。专家表示，
消费者情绪的负面趋势无法轻易扭转。

美国农民的心在滴血。美国 《纽约
时报》 网站 8月 27日报道称，失去中国
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市场，对美
国农业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据美国农
会联合会统计，2014年美国对华农产品
出口总额达 240 亿美元，2018 年降至 91
亿美元。今年上半年，美国对华农产品
出口减少了 13亿美元。美国农业部 8月
发布的报告也显示，美国对华小麦出口
大幅下降。

美国肉类出口联合会数据则显示，
美猪肉产量的 25%以上用于出口。在贸
易摩擦前，中国是美国猪肉的主要进口
国之一。据美国有关部门统计，与中国
的贸易紧张局势会使美国养猪户年损失
10亿美元。

还有一种伤害正在蔓延。美国 《财
富》 杂志网站 8月 27日文章指出，贸易
摩擦已经殃及美国的酒店业及支持该行
业的众多商家。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
理局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游客对美国

酒店业的总支出接近 350 亿美元，尽管
人数在所有赴美国际游客群体中排名第
五，但中国游客支出额超过任何其他国
家。2018年，中国游客在美消费出现10
年来的首次下滑。

此外，据路透社报道，华为去年从
英特尔、高通和美光科技等美国企业采
购了价值 110 亿美元的美国零部件。今
年 5 月，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列
入黑名单。6 月末，特朗普承诺，将允
许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部分产品。美国
商务部已经收到 130 多个来自美国公司
的销售许可申请，但特朗普政府尚未发
放任何许可。这种停滞局面令人担忧，
处于华为美国供应链上的芯片商和软件
企业可能损失数百亿美元的营收。

行动：“走，到中国去”

美国政府的强硬派声称要让美国经
济与中国脱钩，但是美企却用实际行动
表达了反对意见。

据英国 《金融时报》 网站 8月 27日
报道，根据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美国企业向中国投资了68
亿美元，比过去两年同期的均值高出
1.5%。中国美国商会 5 月的一项调查显
示，35%的在华美国企业表示，它们正
在采取“在中国，为中国”的战略来应
对关税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美企行动起来。据彭博
新闻社网站报道，由于赴美旅游的中国
游客减少，蒂芙尼公司上个季度把一些
最昂贵的珠宝搬到了北京和上海的专卖
店。这家总部设在纽约的零售商还在升
级包括香港在内的大中华区所有旗舰
店。福特汽车公司预计，为绕开关税，

在中国销售的福特汽车计划都将在中国
生产。特斯拉公司正致力于让其在上海
的工厂年底前投入运营。此外，耐克公
司 6 月表示，将“扩大面向中国的在华
生产”。而美国化工企业陶氏化学公司6
月在中国东部破土动工，新建一个有机
硅树脂工厂。

中国市场正在展示巨大的吸引力。
据《今日美国报》网站报道，如果美国总
统特朗普强制美国企业迁出中国，通用
汽车将损失数十亿美元，因为该公司全
球年度汽车销售高达43%来自中国。美国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网站报道也指出，肯
德基在中国的鸡肉销量超过了在美国的
销量。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康明斯公
司生产的发动机有1/3以上销往中国。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日前发布的
2019 年会员调查显示，97%的受访美国
企业在中国市场盈利，中国业务利润率
高于总体业务利润率的受访企业占比从
2019 年的 38%跃升至 46%。87%的受访美
国企业表示，他们没有也不打算将业务
迁出中国；83%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过
去一年他们没有削减或停止对华投资。

上图：美国威斯康星州马拉松县花
旗参年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90%以
上，中国是其最主要的市场之一。受中
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影响，目前美国出
口中国的花旗参适用的关税税率已较原
来大幅上升。威斯康星州花旗参农业总
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地去年所产的花
旗参目前仍有约 50%未销售出去；而截
至 2018年 3月，2017年生产的花旗参已
经售出约 90%。图为 8 月 13 日，威斯康
星州马拉松国际参业有限公司总裁姜铭
涛在查看花旗参田。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摄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
8月28日表示，他已获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批准，使议会复会日期拖后至 10 月 14 日。
在 10 月 31 日英国“脱欧”最后期限逼近之
际，约翰逊的举动引发国内民众和反对党的
强烈抗议。

反对派时间不多

在约翰逊提出休闭议会的当天，英国伦
敦、曼彻斯特、爱丁堡等多个城市爆发了规模
不等的示威游行。人们在愤怒中走上街头，并
高呼“拯救民主，停止政变”的口号。

“今天是英国历史上黑暗的一天。”苏格
兰首席部长斯特金表示。英国工党领袖科尔
宾认为，这是对民主的凌辱和威胁。工党副
党魁沃特森也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这对我
们的民主而言，是完全的丑闻。”

今年英国议会的夏休期从 7 月 25 日开
始，至 9 月 2 日结束。休会期间，议会无法
进行议事或者表决，没有被议会通过的法案
将会被暂时搁置。8月27日，英国主要反对党
领导人曾发表共同声明，试图在9月3日开始
的议会新会期内发起行动，阻止约翰逊内阁
的“无协议脱欧”计划。

若议会在9月9日至10月14日再次休会，
意味着留给反对派议员在“脱欧”问题上行使
权力的时间缩短至一周。法新社认为，约翰逊
有意挤压反对“无协议脱欧”阵营的时间，让
他们无力阻止英国10月31日如期“脱欧”。

“硬脱欧”障碍扫清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前首相梅杰8月29
日表示，要通过法律手段阻止约翰逊的决
定。反“脱欧”领袖、商人米勒也已向法
院申请对政府让议会休会的决定进行紧急
司法审查。同日，有议员和律师向苏格
兰、北爱尔兰法院申请颁布“关闭议会违
法”的紧急法令。

不过，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认为，约翰逊
作为首相，有权要求女王关闭议会。智库专家
怀特表示，进行法律挑战有相当难度，只能从

“脱欧”时间点和动机上尝试推翻颁令。
《金融时报》 社论则呼吁反对“无协议

脱欧”的议员抛开分歧，通过对政府的不信
任投票，由工党领袖科尔宾领导看守政府捍
卫现行体制。科尔宾本人也在英国《独立报》
上发文称，将用尽一切办法阻止“硬脱欧”。

西班牙 《先锋报》指出，相比保守党占
据多数的“脱欧派”，留欧人士分布在各个政
党中，阻碍了他们的政治团结，令他们难以实
现阻止“脱欧”的目标。

“有了特蕾莎·梅政府的前车之鉴，约
翰逊想要‘快刀斩乱麻’，英国议会阻止

‘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分
析，休闭议会一方面大幅削减议会对政府
的掣肘，另一方面也向欧盟显示“硬脱
欧”的决心。

“硬着陆”前景难料

8月29日，约翰逊表示，英国谈判代表下
月将与欧盟官员举行一周两次的会谈，以设
法修改脱欧协议，并要求取消关于北爱尔兰
边界问题的保障条款。但无论能否达成一份
过渡协议，英国都将于10月31日脱离欧盟。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欧盟立场可能已经
出现软化，法国总统马克龙准备延长10月31
日的脱欧期限。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说，希
望英国尽快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同时也做好
了对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准备。

经济学家克努特表示，“无协议脱欧”会
明显拖累英国经济，英镑进一步贬值将推高
通胀。英国工业联合会 7月底发布报告认为，
即使采取应急预案，英欧 27个关键经济领域
中的24个也将在“无协议脱欧”后受到扰乱。

作为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无协议脱欧”
后，欧盟经济将持续动荡。德国经济研究所数
据显示，受冲击最大的将是爱尔兰，德国、法国
等亦将受到不小影响。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肯
普夫8月25日警告称，如果10月底出现无协议
的“硬脱欧”，德国今年经济增速或将降至零。

“约翰逊把‘硬脱欧’作为一个必须完成
的目标，不去计算英国的损失。”崔洪建指出，
如果“硬脱欧”发生，无论是英国政治、经济还
是外交都将面临“硬着陆”。英国国内民意的
分裂、贸易成本的上升以及英国各地区的独
立等问题，将对英国政府构成严峻的考验。

“极限施压”不断加码 国内反呛不断升级

贸易大棒打疼的是美国自己
本报记者 张 红

美国东部时间9月1日凌晨，美
国开始对清单中的1250亿美元中国
输美商品征收 15%的关税。包括服
装、智能手表、蓝牙耳机、平板电
视等。在美方宣布要加征15%关税的
总共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中，
还有手机、笔记本电脑、玩具和服装
等，将分两批于10月1日和12月15
日起上调关税。美国各行各业反对加
征关税的声音日益高涨。

环 球 热 点

议会被迫“休长假”

英国铁了心要“硬脱欧”吗？
陈冠合

数 字 天 下

7人

美国得克萨斯州敖德萨市政府9月1日表示，8月31日
该市发生的枪击事件中平民遇难者人数上升至7人。

敖德萨医疗中心1日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该医疗中
心共收治了14名枪击事件受伤者，其中1人不治身亡，1
人情况危殆，3人伤势严重，此外有1名伤者被送往其他医
院救治。据报道，部分伤者被送往邻近的米德兰市一所医
院救治。

敖德萨市警方发言人8月31日说，当天下午警察在拦
截一辆汽车检查时被车内男子开枪打伤，该男子随后边开
车边射击。这名男子后来抢劫一辆邮政车并驾车继续开枪
射击。邮政车后被警方拦截，该男子在与警方的交火中死
亡。至少21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这名发言人说，嫌疑人
为一名30多岁的白人男性，他的身份和作案动机有待查实。

13.6%

韩国政府9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经贸摩擦和芯片
价格下跌影响，韩国今年8月份出口额同比大跌13.6%，出
口已连续9个月同比下跌。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8月出
口额为442亿美元，进口额为424亿美元，虽然继续保持贸
易顺差，但顺差额远低于去年同期。

由于国际芯片价格下跌，当月韩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芯片出口额同比大跌30.7%。此外，当月石化产品出口同比
减少19.2%，而汽车出口同比增加4.6%。

今年第一季度韩国经济环比萎缩0.4%，为2008年第四
季度以来最差表现；第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长1.1%，避免了
经济“技术性衰退”。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受国际贸易局势
和韩日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韩国经济仍面临多重风险。

五级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美东时间9月1日宣布，飓风“多里
安”已升级为最高级别的五级飓风，目前最大持续风速为
160英里/小时（约合257公里/小时），迫近巴哈马北部的阿
巴科群岛。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1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这场灾难性
飓风的风眼墙携带摧毁性风暴，即将袭击阿巴科群岛。”这
一机构此前还说，在袭击阿巴科群岛数小时后，“多里安”
将袭击大巴哈马岛。从“多里安”当前行进路线看，风暴
中心将靠近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东部海岸，并威胁佐
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目前4州均已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使用的飓风分级体系把飓风按严重
程度分为五级，三级及以上风暴被称作“可能造成重大生
命损失和损害”的大飓风，五级飓风最为危险，可以破坏
建筑物甚至夷平房屋。

100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也门机构9月1日表示，也门西南
部扎马尔省一所监狱当天凌晨遭到空袭，造成至少100人
死亡，预计这一数字还会上升。

也门胡塞武装1日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该武装控制
的扎马尔省一所监狱遭到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战机7
次空袭，造成至少50名战俘死亡、约100人受伤。

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遇袭的监狱
位于扎马尔省中部一个教育机构的建筑物内，监狱内关押
着约170名也门政府军士兵。

多国联军 1日通过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说，
联军战机当天凌晨空袭了胡塞武装在扎马尔省“用于存放
导弹和无人机的仓库”。

（均据新华社电）

9月 1日，比
利时蒙斯举行战
车巡游活动，庆
祝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盟军解放比
利时 75 周年。图
为各式战车参加
巡游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晓郡摄

比利时庆祝解放比利时庆祝解放7575周年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