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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政府 6 日起
对从中国进口的34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的关税。针对美国这一贸易霸凌
主义行径，国际社会表达了强烈不
满，并担忧美国此举将干扰全球产
业链和贸易流，进而给全球经济带
来负面影响。
美国霸凌行径置全球经济于不顾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6 日
表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两个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平稳
增长意义重大。两国贸易摩擦对世
界经济将造成负面影响。《日本经济
新闻》 6日援引经合组织的分析说，
如果加征关税导致中美欧贸易成本
上升 10%，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被
拉低1.4%。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表示，一场
全面贸易战可能会明显拖累全球经
济增长，其破坏程度已远远超出提
高关税的直接经济影响。据英国央
行测算，如果美国与其所有贸易伙
伴之间的关税升高 10个百分点，仅
通过贸易渠道就可能使美国经济产
出减少2.5%，全球产出减少1%。

英国 《金融时报》 援引卡尼的
话说，如果全球商业信心下降，金
融状况收紧，增税被视为永久性
的，那可能会导致产出损失翻倍。
他警告，失去贸易开放性可能会拖
累全球劳动生产率提高。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罗
尼·林斯表示，考虑到美国和中国
经济的辐射力，贸易战将给全球贸
易体系造成冲击。他说，美国违反
了国际贸易中的互信原则，成了规
则破坏者，美国的做法危害全球贸
易秩序，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极大
不确定性。

“这场贸易战是失去理智的，华

盛顿当局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将世
界经济置于危险境地。”法国《世界
报》6日刊发社论指出。

美国加征关税害人更害己
“那些最初相信‘美国优先’政

策会带来好处的美国人，当站到沃
尔玛空货架或看到商品价格大涨
时，才会明白这一政策的后果。”德
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桑德·施耐
德说。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会长马
修·谢伊警告，加征关税不能保护
美国就业，反而会推高一系列产品
价格。最终为美国加税买单的将是
美国消费者。

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会长丹尼
斯·斯莱特说，美国加征关税的进
口产品涉及关键零部件，这会推高
美国制造业成本，令设备制造业130
万就业岗位面临危险。

美国威斯康星州普利茅斯市萨
尔托里奶酪公司董事长杰夫·施韦
格尔对新华社记者说，中美经贸摩
擦将令公司年销售额减少 4000万美
元。“对别国加征关税自己还能受益
的例子，我还从未见过。”他说。美
国商会预计，美国奶制品如遭遇报
复性关税，威斯康星州一年将损失
10亿美元出口。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试图用
双边关税壁垒解决本国在多边贸易
中的赤字问题，效果只会适得其
反，”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
蒂芬·罗奇对新华社记者说，“此
举不过转移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而
无法消除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
差。”

没有国家能从贸易战中获益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中国

问题专家罗尔夫·朗哈默警告，美
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那些已在中

美投资建厂的欧盟企业将不可避免
受到波及。例如在中国销售的德国
宝马汽车，有不少是在美国工厂生
产，这些进口宝马汽车受关税影响
在华销量或将大跌。

针对德国媒体关于欧洲能否从
中美经贸摩擦中渔翁得利的问题，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施耐德说，贸易
战对所有参与经济体和企业都只会
带来损害，特朗普政府对世贸组织
的破坏，既不符合中国利益，也不
符合德国利益。

阿根廷“亚洲与阿根廷”研究
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古斯塔沃·吉拉
多表示，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不合
理关税，所冲击的不仅仅是中国和
美国企业，还将影响整个国际产业
链 ， 损 害 产 业 链 上 所 有 国 家 的
利益。

韩国媒体 6 日援引本国市场分
析机构研究称，在中美经贸摩擦中
韩国属于高风险经济体，韩国电子
产品、汽车和钢铁等出口产业将遭
遇直接冲击。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6
日紧急召开评估会议，认为中美经
贸摩擦将给出口导向的韩国经济带
来不确定性。

日本研究机构大和总研的分析
称，中美经贸摩擦将导致日本企业
直 接 损 失 533 亿 日 元 （约 5 亿 美
元）。但如果贸易摩擦加剧并造成世
界经济增速放缓，对日本企业的冲
击将更大。该机构说，很多日本企
业从中国采购零件出口美国，或者
通过收购美国公司对中国出口产
品，这些日本企业都将是贸易战受
害者。

（参与记者：徐甜、朱晟、田栋
栋、帅蓉、张启畅、倪瑞捷、高
攀、杨士龙、潘丽君、汪平、温希
强、钱铮、马曹冉）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记者 海
洋）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定于当地时
间 6 日召集内阁官员在首相乡村官
邸契克斯别墅开会，商讨英国脱离欧
洲联盟后的关税等方面计划。

会议召开前一天，特雷莎·梅呼
吁内阁官员弥合分歧，找到推进“脱
欧”谈判的方法。

关税新方案
路透社报道，这次会议有望持续

一整天甚至延至深夜。契克斯别墅
位于英国首都伦敦西北60公里。

特雷莎·梅 5日动身前发表声明
说，契克斯别墅会议旨在“就如何塑
造我们与欧盟今后关系达成一致”，

“为此，我们有不小的机遇和巨大的
职责”。

她说，英国“想要一个能让我们
释放‘脱欧’红利的协议”，允许英国
控制边界、法律和资金并与美国、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签署雄心勃勃
的新贸易协定。

特雷莎·梅此前宣布，将在会议
后发表白皮书，发布“英国今后希望

与欧盟达成何种伙伴关系的更多细
节”。这一白皮书原本应在上月底的
欧盟峰会前发布。

为推动近乎停滞的“脱欧”谈判，
英国首相府办公室 5 日早些时候宣
布，特雷莎·梅将在内阁会议上宣布

“便利化关税安排”。
按照“便利化关税安排”，英国

“脱欧”后的货物贸易仍将基本遵循
欧盟关税法则，借助技术手段确认出
口货物最终去向，据此确定征收关税
的种类，同时对进口货物自主设定关
税。但英国首相府未公开太多关联
服务贸易的方案细节。

路透社说，迄今公布的“便利化
关税安排”细节寥寥，且可能会在内
阁会议后有变动。

谈判或延长
英国政府此前就两种关税方案

展开讨论，但由于政府内部“脱欧派”
与“亲欧派”分歧严重，最终两种方案
都被认定不可行。

包括至少一名内阁大臣的“脱欧
派”人士担忧，新提出的第三种关税

方案可能导致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关
税的势力范围内，因此违背特雷莎·
梅干净“脱欧”、开辟新路的初衷。英
国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则呼吁内阁
官员“支持我们的首相”。

赶在内阁会议前，特雷莎·梅 5
日在柏林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会晤，重申愿与欧盟在“脱欧”后缔结
深度贸易和安全伙伴关系。

但按路透社的说法，默克尔再次
强调是欧盟委员会、而非欧盟成员国
主导“脱欧”谈判；这或许削弱了特雷
莎·梅想在内阁会议前赢取德国支持
的希望。

另据法新社报道，欧盟轮值主席
国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 5
日提及延长“脱欧”谈判的可能性。

库尔茨说，“我们的目标是与英
国达成协议”，如果这不可能，欧盟必
须避免“无协议脱欧”局面出现，“我
认为继续谈判挺好”。

英国定于 2019 年 3 月正式“脱
欧”。按照计划，英国与欧盟应在今
年10月前达成“脱欧”协议。

国际社会担忧美贸易霸凌搅乱世界经济

“脱欧”关键会议在即 英首相呼吁内阁尽责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记者 惠晓霜）诺贝尔和

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在印度所创慈善组织的一名
修女和一名雇员涉嫌贩卖多名婴儿，被警方逮捕。

“仁爱修女会”组织6日说，对这起事件感到震惊，
正在调查。被捕修女和雇员在仁爱修女会设在印度东
部恰尔肯德邦首府兰契的一个收容所工作。这个收容
所向未婚先孕的女性提供帮助。恰尔肯德邦儿童福利
委员会本周接到举报，两名嫌疑人出售收容所内一名
女子生下的婴儿。儿童福利委员会继而向警方报案。

美联社报道，遭贩卖的是男婴，今年 5月 1日出
生，两周后被卖给一对夫妇，“售价”是10万卢比（约
合 1470美元）。一名涉案修女本月 1日打电话给这
对夫妇，要求他们带着孩子去收容所完成一些手
续。但是，这对夫妇到达后，修女带走孩子，没有退
还买孩子的钱，夫妇因而举报。

警方 6日说，这名修女和雇员卖过不止一个孩
子；涉嫌过去 2个月贩卖 4个孩子，其中 3个孩子的

“售价”合计 22 万卢比（3192 美元）；至于另一个孩
子，买主尚未付款。

警方说，已经收到更多这类举报，最早追溯至
2015年，嫌疑人因而可能贩卖了更多孩子。

特蕾莎修女出生在欧洲，在印度度过大半生，从
事慈善事业，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1997年
去世，落葬印度加尔各答。

新华社伊斯兰堡7月6日电（记者 季伟）巴基斯
坦反腐法院6日对前总理家族涉嫌的一起腐败案件
作出判决，以获取非法收入且隐匿海外资产、不配合
调查机关工作等为由，判处谢里夫10年监禁。

巴基斯坦反腐法院当天就巴国家问责局针对谢
里夫及其家族提起的一起诉讼案作出判决：以获取
非法收入、通过离岸公司在英国伦敦购置 4套高档
房产为由，判处谢里夫 10年监禁；以在案件审理过
程中不配合调查机关工作为由，判处谢里夫 1年监
禁；两罪并罚，判处谢里夫10年监禁。

谢里夫女儿玛丽亚姆因协从其父被判 7 年监
禁，因不配合调查机关工作被判 1 年监禁，两罪并
罚，最终被判7年监禁。女婿穆罕默德·萨夫达尔因
不配合调查机关工作被判1年监禁。

根据法院判决，谢里夫家族在伦敦的 4处房产
将被政府没收，谢里夫及玛丽亚姆被分别处以 800
万英镑（约合 7031万元人民币）和 200万英镑（1757
万元人民币）罚金。

谢里夫及其家人因在伦敦陪同就医的谢里夫妻
子而未出席法院宣判。

根据巴基斯坦法律，谢里夫及其家人可在未来
10天之内提起上诉。

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因腐败案

被判10年监禁

印度一慈善组织陷卖婴丑闻

7月6日，叙利亚士兵在叙利亚德拉省境内纳
西卜口岸以北10公里的纳伊迈镇街道上。据叙利
亚官方媒体报道，叙政府军6日收复了南部德拉省
境内的边境口岸纳西卜。 新华社发（阿马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