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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方极限施压令中美经贸磋商
严重受挫。美式霸凌再度显露出蛮横无
理的表征和颠倒黑白的底色。构成这一
底色的，是美方牵强附会、混淆视听的诸
多事实污点。

事实污点之一，是美方屡屡将巨额贸
易逆差诿过于人，搞出一套强词夺理的

“逆差外因论”，但这一问题根本上源于美
国经济的内在结构性问题。要知道，美国
与全球上百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
奇说得明白：这些逆差不是“平白无故产
生”的，它反映了美国经济严重的内部失
调！通过最新数据也看得明白：虽然政府
四处挥舞“关税大棒”，但是美国去年的商
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依然大涨 12.5％，创十
年来新高！

事实污点之二，是美方把本国失业问
题归因为对华贸易。但这种“就业流失论”
也属无稽之谈。很多经济学家早就指出，

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既有该国产业空心
化的原因，也是国际分工协作发展的结
果。强加关税将破坏国际产业链，增加企
业成本，反而可能导致美国就业岗位损失。

实际上，中国的发展非但没有夺走
美国人的饭碗，反倒让美国产业有机会
吐故纳新，为就业市场增添活力。据美
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估算，仅 2015 年的中
美经贸往来就至少支持了美国约 260 万
个工作机会。

事实污点之三，是美方大肆指责中国
的“技术偷窃论”。但只要细究，就发现其
充满傲慢与偏见，更有故意抹黑之意。

多年来，中国前沿科技领域实现长足
进步，主要得益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中
国已加入几乎所有主要知识产权国际公
约，向世界昭示中国人尊重知识、鼓励创
新的真诚意愿。

与美方论调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
正日益成为全球“磁石”，吸引包括美国企

业 在 内 的 全 球 高 科 技 翘 楚 抢 滩 中 国 市
场。就在今年初，特斯拉首个海外超级工
厂在上海开工建设，成为首个获批在华独
资建厂的外国车企。试问，如果没有可观
的收益和可靠的法治保障，特斯拉这样的
公司会来中国吗？

事实污点之四，就是美方近期“高声
远扬”的对华加征关税“美国必胜论”。但
白宫的论断正陷入不攻自破的尴尬。

在美方升级贸易战之际，包括美国全国
零售商联合会、美国大豆协会、美国玩具协
会在内众多行会组织纷纷发声，指出新增关
税是对美国商家和消费者课税，将重创美国
公司，毁掉大量就业机会。而美国政府提供
的补贴实属杯水车薪，且难以为继。

反观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像某些美国
官员臆测的那样乱了方寸，反而在美方
挑起的贸易战中经受住考验，表现出良
好的抗压能力，继续担纲世界经济增长
主要引擎。

事实污点之五，则是美方试图把中美
经贸磋商受挫责任强加于人的“中方背诺
论”。这更是离谱的一面之词。

常识告诉人们，在协议达成之前，各
种分歧存在都很正常，何来违背承诺之
说？反倒是美方在磋商过程中，从未放弃
霸凌思维，严重违背了“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的共识。此前磋商过程中，即使由于
美方背离了谈判应有的准则而使磋商遇
到困难时，中方还是尽可能显示了建设性
的态度。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

从这种种事实污点可以看出，美式
霸凌行径何其荒谬。这也决定了美国在
道义上不得人心，逻辑上不能自洽，结果
上只能是败事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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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横无理 颠倒黑白
——美式霸凌的事实污点

美国政府 16 日宣布，将从 17 日起
取消给予土耳其的普惠制待遇，同时
将从土耳其进口的钢材关税税率减半
至 25％。

美国政府表示，根据土耳其的经济
发展水平，取消其普惠制待遇资格是合
适的。同时，将削减从土耳其进口的钢
材关税税率至 25％。去年 8月，美国政

府把从土耳其进口的钢材关税税率提
高到了 50％。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3 月初宣
布，由于土耳其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不
应再享受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待遇。
按照法律规定，取消普惠制待遇要在
通知美国国会和相关国家政府至少 60
天后生效，并通过美国总统公告予以

颁布。
普惠制是指发达国家单方面对从

发展中国家输入的制成品和半成品普
遍给予优惠关税待遇的一种国际贸易
制度，是在最惠国待遇税率基础上进一
步减税或全部免税的更优惠的待遇。
土耳其是 120 个享受美国普惠制待遇
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据新华社电

美国政府取消对土耳其普惠制待遇
随着英国电信运营商准备在部分地区开

通 5G 网络服务，中国华为 16 日在伦敦发布
Mate 20 X 5G版本手机。这款手机预计将于
今年 6月在英国上市。

华为Mate 20 X 5G版本手机的最大特点
是搭载了华为首款 7纳米工艺多模 5G芯片巴
龙 5000。这款芯片被誉为“华为最强”。该手
机的主要配置与此前发布的 4G 版接近，采用
麒麟980处理器，配备7.2英寸全景巨幕屏等。

据介绍，新发布的 5G 手机产品在 5 月底
开始接受预订，6月开始就会由英国电信运营
商以及一些指定的经销商开始销售。

华为西欧地区消费者业务首席营销官安
德鲁·加里希在发布会上说：“我们投入了大
量资源和精力来构建适用不同设备、网络以
及芯片组的 5G 解决方案，以确保能为消费者
带来更好、更加无缝的 5G体验。”

此前，华为已在今年 2月举行的世界移动
通信大会上首次推出基于 5G技术的商用手机
Mate X。这款智能手机采用折叠屏设计，同
样搭载了巴龙 5000。

英国的 5G 发展速度目前走在欧洲前列，
多家运营商已计划在一些城市陆续开通 5G服
务。主要电信运营商之一的沃达丰本月 14日
宣布，7月初开始会在伦敦等 7个城市开通 5G
网络服务，年底前还将在另外 12个城市开通相
关服务。在沃达丰为消费者提供的首批 5G智
能手机产品名单中，除一款来自三星，其余都
是中国厂商华为和小米的产品。 据新华社电

华为在英国
发布最新5G手机

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局长约亨·霍曼 16日
在该机构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反对将中
国企业华为排除在德国的 5G建设之外，同时强
调所有企业必须遵守严格的安全要求。

霍曼说：“我们的立场是，包括华为在内
的任何网络设备供应商都不应被特别排除在
外。”他上月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就
曾作出类似表态。

霍曼说，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日前已更新
了对于网络安全的最新要求。这些要求适用
于所有企业，“无论名称如何，任何满足要求
的企业都能参与进来”。

霍曼当天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到
目前为止，联邦网络管理局没有发现华为在
德国从事任何“不被允许的行为”。

根据这一机构的声明，更新的网络安全要
求遵循技术中立原则，不仅针对 5G领域，而且
适用于一切网络事务。

德国政府日前正式启动 5G 频谱拍卖，多
家欧洲电信运营商参与竞标。按规定，中标
公司到 2022年底时需要为德国 98％的家庭提
供 5G网络服务，2024年底时 5G服务覆盖主要
公路和铁路路段。 据新华社电

德国官员重申
5G建设不会排除华为

多家挪威媒体报道，委内瑞拉政府
和反对派分别派出代表，本周在北欧国
家挪威首都奥斯陆会面，寻求化解这一
南美洲国家持续 5个月的政坛危机。

挪威国家广播电台 16 日以不愿公
开姓名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委内瑞拉政
坛冲突双方在奥斯陆一处“秘密地点”
会面数天，两个代表团定于 16 日返回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报道说，这是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
派代表第二次在奥斯陆对话。

政府代表包括新闻和通信部长豪尔
赫·罗德里格斯、米兰达州州长埃克托尔·
罗德里格斯。反对派代表包括委内瑞拉
全国代表大会、即议会副议长斯塔林·冈
萨雷斯、前任议员赫拉尔多·布莱德、前任
部长费尔南多·马丁内斯·冈萨雷斯。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15 日在电视讲话中说，新闻和通信部
长罗德里格斯正在国外执行“非常重要
的公务”。

几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委全国代

表大会议员向记者证实，双方分别受
到挪威方面邀请，作“试探性”会晤。

挪威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告诉法新
社记者：“我们既不确认、也不否认挪威
政府参与和解进程或对话倡议。”

挪威先前多次在国际舞台发挥调
停作用，包括推动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
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2016
年达成和解协议。

挪威外交大臣伊娜·玛丽·埃里克
森·瑟雷德今年 1 月底接受采访时说，
如果委内瑞拉冲突双方“有意”对话，挪
威“准备出力”。

美联社报道，委内瑞拉冲突双方就
许多议题分歧严重。

委内瑞拉政府指认反对派充当美
国傀儡，不认可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胡
安·瓜伊多的“临时总统”身份；自马杜
罗领导的左翼党派在 2015 年议会选举
中失去议会多数席位以后，反对派一直
要求马杜罗下台。

就委内瑞拉经济困局，双方各执一

词：政府归咎于美方制裁，反对派认定
政府管理不当。

在挪威南美问题专家看来，现在给
奥斯陆对话积极定调为时太早。

奥斯陆大学教授贝内迪克特·布尔
提醒不要过度解读这场会晤，“双方坐
下来谈是非常积极的迹象，但重要的是
不要寄予太大期望，因为以前 3次正式
会晤都迅速谈崩了”。

卑尔根大学教授莱瓦·马尔斯泰
因泰德特持相似观点：“谈判仍处于初
期阶段，期待迅速谈成不切实际。但
双方想要对话确实是一种改变，可以
谨慎乐观。”

美联社判断，奥斯陆对话说明委内
瑞拉政坛纷争短时间内可能难以化解，
任何一方不占明显上风；反对派以往指
认马杜罗政府利用谈判“拖延时间”，这
次应邀前往对话，说明反对派策略改
变；奥斯陆对话从侧面反映美方近期军
事介入委内瑞拉局势的可能性不大。

据新华社电

委内瑞拉冲突双方在挪威密会

连日来，强降雨
导致巴拉圭河河水
泛 滥 ，引 发 洪 水 灾
害，沿岸部分地区居
民生活受到影响。
这是 5 月 16 日在巴
拉圭纳纳瓦拍摄的
被洪水侵袭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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