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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視頻峰會前 耶倫籲拜登減關稅
美媒冀兩國在競爭與合作中取得平衡
相 向 而 行

【大公報訊】綜合CNN、美聯社、《衛報》報道：中國國家主席
中美近期合作領域
習近平將於本港時間11月16日上午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頻峰
會。這是拜登上任後，兩國領導人首次舉行視頻會，外界十分
中國石化11月4日與美國維吉液化
能源
關注這將為雙邊關係帶來什麼影響。此外，美國至今未控
天 然 氣 公 司 簽 署 了 為 期 20 年 、 每 年
400萬噸的液化天然氣長期採購協議。
制住疫情，通脹率創31年來新高，加上供應鏈持續緊
這是迄今為止中美雙方簽訂的規模最大的液化
張，拜登的支持率低至41%。美國財政部長耶倫14
天然氣長約協議。
日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慮對中國減免部分領域的
關稅，以幫助緩解美國近期的物價上漲趨勢。
中美11月10日在第26屆聯

氣候

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美
國10月CPI同比上漲6.2%，創31年來新高。美媒
稱，過去六個月來，美國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通貨
膨脹危機，而拜登政府的政策正讓美國經濟走向 「慢性
自殺」 。共和黨趁機攻擊拜登力推的兩大巨額支出法案，
稱會讓通貨膨脹更加惡化，並以此為明年國會中期選舉重奪
國會優勢造勢。

美官員近期聲調略降
疫情未受控，物價在飛漲，美國廣播公司（ABC）公布的最
新民調結果顯示，拜登的支持率降至41%，創上任來新低。美高
官近期頻頻上節目安撫民心，為拜登 「滅火」 。哥倫比亞廣播公
司（CBS）14日播出了美國財長耶倫的訪談節目。耶倫在回答會
否降低對華關稅時表示，關稅確實會提高美國國內物價，拜登政
府正在重新審議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考慮對中國減免部分領域的
關稅。
與此同時，耶倫還談及了美國通脹問題，稱美國通脹是因為
疫情，並樂觀估計 「明年下半年」 有望恢復正常。 「當經濟從疫
情中充分復甦時，人們會重新外出就餐、旅行、在服務上花費更
多，對產品和商品的需求也會恢復正常。」
媒體發現，包括耶倫在內，美國政府官員近期在對華關係的
表述上不再像之前那樣劍拔弩張。白宮發言人普薩基稱，從應對
新冠疫情到氣候危機，中美兩國的關係具有全球意義。而中美在
剛剛結束的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出人意料地
發布 「強化氣候行動的聯合宣言」 ，被媒體稱為 「打破兩個超級
大國之間僵局的罕見合作時刻」 ，為中美元首會釋放積極信號。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1日表示， 「聯合宣言」 是雙方坦
誠交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積極擴大共識的產物。這再次表
明，中美可以在國際重大問題上進行合作，中美合作可以辦成很
多有利於兩國和世界人民的大事，為多邊進程注入正能量。

合 國 氣 候 變 化 大 會 （COP26）
發布有關 「強化氣候行動的聯
合宣言」 ，雙方承諾繼續共同努力，
加強《巴黎協定》的實施。

美官員近期對
中美關係表態
財長耶倫

•拜登政府正在考慮
對中國減免部分領
域的關稅，此舉可
幫助緩解美國近期
的物價上漲趨勢。

貿易代表戴琪

•美國將啟動有選擇
的高關稅排除過
程，接受對部分中
國進口產品的高關
稅豁免申請。

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沙利文

•兩國在 「印太」 地
區的 「激烈競爭」
不必演變為 「新冷
戰」 ，美國不再尋
求改變中國體制，
而是想與中國 「共
存」 。
大公報整理

激烈競爭不必變為「新冷戰」
CNN評論員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表示，中美在氣
候大會上的合作，表明兩國在一段時間關係緊張之後恢復了嚴肅
對話，也凸顯了美國外交政策未來的核心困境，是應該專注於解
決最具挑戰性的全球問題，還是應該專注於與中國競爭？
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和亞洲事務主管坎貝爾2019
年曾在《外交事務》撰文，分析如何 「在合作與競爭間取得平
衡」 。扎卡里亞認為，這可以被視為拜登中國戰略的關鍵。拜
登9月在聯合國大會上也表示， 「我們的安全、繁榮和自
由是相互關聯的，我們必須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共同努
力」 ，並將其稱為 「21世紀的一個基本真理」 。
沙利文上周表示，中美兩國在 「印太」 地區
的 「激烈競爭」 不必演變為 「新冷戰」 。扎卡里
亞稱，沙利文和坎貝爾的表態說明，美國應該從
曾經的冷戰中吸取教訓。他認為，美國強大的
原因不是推翻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親俄政府，
或是在中美洲支持右翼獨裁政權；而是建立一
個開放的國際體系，允許所有參與其中的成員繁
榮發展。如果美國要犧牲其外交政策的這一核
心，來獲得對北京的一些暫時戰術優勢，將是一個
▲美國財長耶倫3日在格拉斯哥召開的氣
候大會上發言。
美聯社
歷史性的錯誤和悲劇。

◀大批貨櫃積
壓在加州長灘
港碼頭。
法新社

中美承諾向清潔能源過渡
【大公報訊】據《華爾街日
報》報道：中美兩國10日在第26屆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發
表聯合宣言，承諾推動氣候變化領
域合作，逐步向清潔能源過渡。分
析指，作為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
此次宣言意義重大，不僅意味着中
美兩國在氣候領域具備合作空間，
也能推動其他國家實現應對全球
暖化的共同承諾。
聯合宣言指出，雙方將建立

一個氣候行動工作組，並於明年共
同召開會議，商討甲烷測量和減排
事宜。觀察人士表示，白宮將氣候
問題視為緊張的中美關係中一個潛
在的合作領域，此次表態是兩國關
係解凍的最新跡象。
前美國能源部官員桑達洛稱，
中美聯合宣言為兩國領導人的線上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
特使解振華（左）和
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
使克里13日在格拉斯
哥氣候大會上交談。
路透社

峰會創造了一個 「更積極的環
境」 ，儘管一些 「艱巨的議題」 仍
在主導中美關係，但兩國仍然可以
找到共同點。綠色和平組織東亞區
氣候和能源政策高級顧問李碩表
示，中美兩國的合作精神值得讚
賞。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研究員伍
德羅夫說，兩國的聯合聲明為
COP26最終協議的達成 「打了
一劑有力的強心針」 。
另一方面，部分COP26與
會者和觀察人士指出，本次氣
候大會各國雖然存在分歧，但
經過相互談判及妥協後仍成功
達成最終協議，獲得近200國支
持，而這項協議最終是否能夠
落實，取決於各國政府的未來
行動。

白宮任命新奧爾良前市長負責基建大計
【大公報訊】綜合《華爾街日
報》、美聯社報道：白宮14日宣
布，將任命前新奧爾良市長蘭德魯
負責協調1.2萬億美元基建法案的
執行工作，改善國內道路、橋樑、
港口和鐵路等，並強化供應鏈。蘭
德魯曾在颶風 「卡特里娜」 災後重
建中扮演重要角色。
新奧爾良市2005年遭颶風 「卡
特里娜」 重創後，重建進程停滯不

前，蘭德魯2010年入主該市政府，
在協助城市復甦方面，發揮了關鍵
作用。
白宮在聲明中表示，蘭德魯將
出任高級顧問， 「監督美國在基建
領域最重要和最全面的投資。」
1.2萬億美元基建法案於5日在眾議
院通過，總統拜登15日簽署完成立
法程序。
白宮經濟顧問迪斯14日表示，

通貨膨脹飆高，影響國民日常生
活。他有信心，眾院本周會通過聯
邦政府的1.85萬億預算案。
民主黨認為預算案可以削減赤
字，共和黨則認為基建法案會加劇
通貨膨脹。
迪斯重申，每位看過預算案的
經濟學者都表示，預算案不會對通
貨膨脹造成壓力，且長期來看會降
低赤字。



中美首腦視頻會晤凸顯雙邊關係的戰略性

周德武
中美首腦視頻會晤今天上午舉行，
世界輿論對此高度關注。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表示，中美關係處於關鍵十字路
口，兩國領導人將就事關中美關係未來
的戰略性問題，以及雙方共同關心、關
切的重要問題坦誠、深入、充分交換意
見……探討新時期中美作為世界大國，
相互尊重、和平共處的相處之道。白宮
的表述是，兩國領導人將討論如何負責
任地管控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以及
如何在雙方利益一致的領域開展合作。
拜登總統將明確闡明美國的意圖和優先
事項，並清晰、坦誠地表明我們對中國
的關切。
從中美兩國的官方口徑中不難看
出， 「戰略性」 及 「管控競爭」 成為中
美首腦視頻會晤的關鍵詞。從中美領導
人大年三十進行通話，到這次舉行首腦
視頻會晤，中美關係總算出現止跌跡象
（雖然還在低谷中徘徊，與世界的期望

值相去甚遠）。特別是在過去的九個月
間，中美兩國部長級層面的接觸明顯增
多，為這次首腦會晤作了必要的 「政治
準備」 。
當前中美關係仍跌宕起伏，如何防
止大國競爭的悲劇，需要兩國領導人的
戰略引領。正因為如此，中方強調這次
會晤的 「戰略性」 ，是希望通過兩國領
導人的會晤，為今後的兩國關係指明方
向。
種種跡象表明，拜登政府的對華政
策的大框架將在這次會晤中得以全面展
示。筆者認為，美國或着力強調以下幾
個方面：
第一，美國對華 「競爭政策」 不可
動搖， 「接觸政策」 一去不復返。國務
卿布林肯上任之初曾提出對華 「競爭、
合作與對抗」 的3C政策，經過這段時期
的外交實踐，美國此項政策更加清晰。
競爭、合作與對抗三者並非平行關係，
而是競爭為主軸，輔之以合作與對抗，
在競爭的大框架下，不要為了合作而合
作，而是通過競爭實現局部合作，美不
會刻意營造合作的氛圍，更不會像 「接
觸政策」 時期那樣，為了突出合作，而
有意迴避局部對抗。今後美國對華 「必

須對抗時要敢於對抗」 ，這一點不再含
糊。
第二，中美 「激烈競爭」 有失控的
危險，必須將兩國競爭建立在可控基礎
之上，為競爭建立必要的邊界與護欄，
防止競爭變成衝突。為了在競爭中取
勝，美國必須加強美國的競爭實力，
「從實力地位出發」 與中方打交道。在
美看來， 「從實力地位出發」 這個詞，
並非針對中國的一項發明。在美方的語
境中，更多體現為：對美國綜合國力下
降的強烈危機感。因美國內部問題越積
越多，民粹主義氾濫，社會極化嚴重；
在自由世界的號召力嚴重不足。而加強
美國實力的最好方式是從國內與國際兩
個層面入手：在國內層面，加強美國的
基礎設施投入與建設、重建被特朗普破
壞的民主制度，大力改善美國的教育、
醫療與養老與育嬰狀況，力推《重建美
國更好未來》的社會安全開支方案。
在國際層面，打造民主國家統一戰
線。美國強調，加強同盟關係是 「加強
美國實力地位」 的倍增器。為此，美國
力推 「澳卡斯」 （AUKUS）三邊安全聯
盟、美日澳印四邊安全對話機制，12月9
日還要舉行 「民主首腦」 峰會，這既是

對威權國家的一種高調宣示，也是對特
朗普為代表的美國國內 「非民主力量」
崛起的反擊。
重構美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
鏈是強化美國競爭力的重要路徑。首先
將重要產業從中國轉移到美國的盟國、
準盟國和夥伴國，增強供應鏈的安全
性。因為新冠疫情的原因，美日澳印在
供應鏈重構方面的作用尚無法充分發
揮，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的這一戰
略布局對中國的破壞作用會越來越明
顯。
第三，美國將重申反對 「新冷戰」
的表述。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
等人稱，當今的中美關係不同於當年的
美蘇關係，兩國貿易脫鈎是不現實的，
中國也沒有在國際上推行自身意識形態
的衝動。為此，美國不能想當然地認
為，用對付蘇聯那一套可以成功地應用
於中國，指望中方像蘇聯一樣解體不切
實際。中國積極擁抱全球化，美國完全
可以從規則入手，對中國實行規制。美
方將會在氣候變化、核不擴散、地區問
題等領域尋求與中國的合作。基於此，
沙利文11月10日在接受CNN採訪時明確
表示， 「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目標不是要

遏制或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體制，而是
要創造環境讓美中兩國在國際體系中共
存。」 這段表述也算是對中美天津會晤
時中方清單的一種積極回應，體現了拜
登政府對華政策務實的一面。
美方高層人士在不同場合指出，中
美關係是彼此長期和平共存的關係，不
存在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可能性。美方將
致力於美中兩國關係的穩定與共存。美
方將敦促中方 「負責任地行事」 。今後
美方將尋求與中方建立更多的 「危機管
理機制」 。在經濟領域將尋求對 「國家
為中心的非市場經濟」 政策提出挑戰，
強調中國市場對美國的公平性、開放
性。隨着美國通脹率創30年新高，這次
會談期間，美國很可能在關稅問題上作
出姿態，這客觀上宣告特朗普的對華貿
易戰失敗。但針對高科技產品的禁入和
輸出，拜登在這個領域的 「小院高牆」
將會比特朗普時期壘得更高，將中美競
爭界定在高科技領域，或是美方控制競
爭烈度的一種方式。而中方提出與美探
討和平共處之道，也算是中方對美方的
呼應。如果中美在 「戰略性」 表述方面
有新突破，將是繼格拉斯哥之後給世界
帶來的又一次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