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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貿易：合則雙贏戰則俱傷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崔洪建

歐盟委員會於 9 月 6 日發布通告
，將對自中國進口的太陽能產品包括晶

體硅組件、電池、硅片，進行反傾銷調查
。儘管已連續多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但
歐盟對中國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並不鮮見，從早
期的服裝、皮鞋到鋼材、螺帽，幾乎涉及所有中
國輸歐的大宗產品。

「光伏」 之爭成導火索
此次反傾銷調查之所以引人注目並被視為中

歐最大規模 「貿易戰」的導火索，一是因其他
涉案金額巨大，且調查範圍遍及光伏產業的上
下游產品，數百家企業被牽涉其中。二是因為
其調查對象涉及太陽能這一新興能源產業，此
次歐方對幾乎全領域產品展開調查，表明雙方
在新能源和新技術領域內的競爭態勢增強。三
是從部分歐洲企業提起申訴到中德兩國領導人
共同表態再到歐委會發起調查，其間的政治變
化和其後的利益博弈一波三折，耐人尋味。一
些歐洲光伏企業於7月聯合向歐盟遞交了針對中
國光伏產品的反傾銷調查申請後，中方積極通

過組織相關企業赴歐磋商等方式，尋求歐方理
解與合作，希望歐盟不予立案。德國總理默克
爾更於8月底訪華時明確表示此案 「尚有談判餘
地」。但歐盟卻旋即發出正式立案通知書，將中
歐貿易推上了 「臨戰」狀態。

中歐貿易利益糾結
歐洲企業提出調查申請的理由是， 「中國企

業依靠大量政府補貼來大幅壓低其產品在海外的
價格，迫使歐洲公司喪失市場」，並宣稱中方企
業的 「傾銷幅度為60%-80%」。而中方企業對此
提出的反駁是，根據WTO規則，光伏企業作為
新興產業可以得到政府扶持和補貼。歐洲光伏企
業市場份額下降，除了受歐債危機影響外，主要
是因為這些企業勞動力成本高、經營和管理方式
僵化。

其實，在雙方各執一詞的背後是中歐光伏企
業在產業鏈上的相互依存態勢：歐盟產業在原材
料、設備方面具有優勢，而中國企業則從歐洲進
口大量原材料與設備進行生產，然後將成品回銷
歐洲市場。因此單從光伏產業鏈的現狀來看，中

歐若就此陷入貿易戰，不僅損害中方利益，也將
危及歐方相關企業。在SolarWorld等企業申請調
查的同時，其他為中國企業供應原材料和設備的
歐洲企業則發出反對之聲，認為這是歐洲光伏產
業 「自毀市場和就業機會的錯誤舉動」。

放大到整個中歐經貿關係來看，相互依存已
經成為結構性特徵。尤其是在歐債危機背景下，
中國通過擴大進口、減少出口來幫助歐洲，成為
歐洲經濟上能免於深度衰退的主要助力，同時也
承擔了歐債危機的負面影響。今年上半年中國對
歐出口出現8年來首次負增長，而歐盟對華出口
則維持強勁增勢。目前雙方的努力方向應當是順
應相互依存態勢、遏制保護主義勢力，抓住機會
進行產業鏈協作和整合。此前中歐在光伏技術和
產品發展上一直有着緊密合作，歐盟也認同中國
通過發展光伏產業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努力。
歐方應堅持這一發展方向，如果僅僅因為歐洲某
些企業的暫時困難和施壓就玩弄保護主義，一旦
貿易戰起，勢必削弱來自中國的幫助。從長遠和
大局來看，開打 「貿易戰」實在是損人不利己的
不智之舉。

冷靜務實促合作雙贏
按照歐盟反傾銷調查程序，歐委會需在15個

月的審查期內獲得特定多數成員國的同意後才能
最終啟動反傾銷程序，其間可對中國產品徵收臨
時性懲罰關稅。因此從立案到終裁這段時間，才
是決定中歐雙方是否能通過冷靜務實溝通來掐滅
「貿易戰」導火索的關鍵時期。

目前中方對此應有三方面準備，一是對歐方
意圖進行清晰判斷，明確歐方可能藉此提出的
「交易」，如要求進一步 「開放」中國市場。同

時根據光伏產業鏈結構，在原材料和設備方面做
好對歐進行反制的準備，達到 「以戰止戰」的目
的。二是仍需和歐方尤其是歐盟成員國和相關企
業進行密切溝通，以抵銷少數歐方企業的壓力，
爭取讓歐方提案在表決時過不了關。三是做好歐
方可能最終啟動反傾銷的最壞打算，尋求在
WTO爭端解決機制下有理有據地維護中國
企業的正當權益。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華爾街日報》12日報
道：56歲的山姆．巴斯爾是美籍猶太裔的導演，在埃
及和利比亞爆發大規模反美示威後，他躲了起來。

身兼影片編劇和導演的巴斯爾，在一處秘密地點
與美聯社記者通話時，仍然保持他對伊斯蘭的敵意。
他堅稱，伊斯蘭是癌症，而他希望自己的電影可以成
為一份煽動性的政治宣言，以譴責這個宗教。56歲的
巴斯爾，還是美國南加州的一名地產商，他說自己是

以色列猶太人。他還認為，通過向全世界揭發伊斯蘭
的缺點，電影可以幫助他的祖國。

「伊斯蘭是癌症，就這樣，」他重複地說。巴斯
爾向逾100名猶太人，籌款500萬美元拍攝了這部時長
2 個小時，名為《穆斯林的無知》（Innocence of
Muslims）的電影。他表示，2 小時的影片共花了 3 個
月拍攝，約有60名演員，而影片是政治電影，而不是
宗教電影。巴斯爾雖然對在示威中死去的美國人感到
遺憾，但他將責任歸咎在當地使館防範不足和示威者
的暴力行為之上。

這部電影聲稱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是個騙子。
在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上一段長達13分鐘的預告片
中可見，該片演員表現業餘，使用呆板僵硬的台詞，
褻瀆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德，而他的追隨者則是一群
愚人。該部電影將穆罕默德描述成不負責任、沉溺女
色，還支持性虐兒童。

對穆罕默德任何方式的描繪，對穆斯林都是冒犯
，更別提褻瀆先知。這部電影 7 月開始播放時並沒有
獲得太大關注，但在上星期配上阿拉伯文字幕、放上
網絡後，隨之引起阿拉伯世界關注。周二，埃及有電
視頻道播放了電影中的一個場景。在該場景中，一名
演員扮演着一個滑稽版的先知穆罕默德，還把一頭毛
驢稱為 「穆斯林第一動物」。

美國總統奧巴馬12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事件，
並派遣一支海軍陸戰隊反恐分隊前往利比亞，增強
美國在當地外交機構的安保。利比亞當局對襲擊道
歉，並歸咎於卡扎菲效忠者。

縱火洗劫駐利使館
為了抗議由美籍猶太裔導演山姆．巴斯爾自編

自導的電影《穆斯林的無知》（Innocence of Muslims
）褻瀆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利比亞班加西11日晚
上爆發針對美國領事館的襲擊。一群武裝分子先向
美國領事館射擊迫擊炮，並向空鳴槍，再闖進領事
館內。目擊者稱，暴民扯下一面美國國旗、洗劫領
事館後再縱火。

利比亞副總理穆斯塔法表示，數百名武裝分子
11 日晚包圍了領事館，隨後衝進使館並開始縱火。
由於館舍受損，斯蒂文斯和館內工作人員從樓內撤
離到戶外。武裝分子此時向他們發射了火箭彈，導
致斯蒂文斯和3名工作人員死亡。據另一名在現場的
利比亞人說，斯蒂文斯遺體有灼燒的痕跡，很可能
是在火災中窒息死亡。

大使曾助推翻卡扎菲
斯蒂文斯現年52歲，曾在2011年2月任利比亞

反對派特使，當時在北約空軍幫助下，利反對派推
翻了卡扎菲政權。據悉，斯蒂文斯以及另外3名外交
人員的遺體目前安放於班加西中心醫院，隨後這4具
遺體將被運抵首都的黎波里。

這是自1979年美大使阿道夫．達博斯在阿富汗
被殺以來，首次有美國大使遇襲身亡。美國總統奧
巴馬12日強烈譴責，這起 「暴虐」的、 「令人髮指
」的襲擊事件，他下令增加美國在全世界各地的外
交機構的安保。美國海軍陸戰隊當天派遣一支50人
組成的艦隊反恐安全組，前往利比亞。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11日晚間及12日上午也連續
發表2份聲明， 「最強烈譴責」對美國駐班加西領事
館的攻擊，向斯蒂文斯及其他3名遇難的同僚致敬。
希拉里並矢言美國不會因此放棄幫助利比亞建立新
未來。西方各國12日也紛紛發表聲明譴責利比亞發
生的襲擊事件。

駐埃使館遭扯旗
美國駐埃及大使館11日晚也遭到當地示威者的

衝擊。在班加西事件發生前，埃及首都開羅也有大
約3千名多數為保守沙薩拉菲派的抗議者示威，其中
數十人爬上美國大使館的院牆，扯下星條旗，將國
旗予以焚燒，換上黑色的伊斯蘭教旗幟。

當時使館外有幾十名防暴警察，不過他們沒有
阻止抗議者攀牆。抗議者進入院內後不久出來，隨
後只剩下數百人繼續在使館外抗議。埃及穆斯林兄
弟會周三呼籲全國於周五舉行大型示威，譴責美國
電影褻瀆先知穆罕默德。

電影辱先知電影辱先知 中東爆騷亂中東爆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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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及美聯【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及美聯

社社1212日消息：在日消息：在 「「99．．1111」」 事件事件1111周年當周年當
天，伊斯蘭國家再爆激烈反美示威，利比亞天，伊斯蘭國家再爆激烈反美示威，利比亞
和埃及示威者分別攻擊當地美國外交使領館和埃及示威者分別攻擊當地美國外交使領館
，抗議一部美國電影褻瀆伊斯蘭先知穆罕默，抗議一部美國電影褻瀆伊斯蘭先知穆罕默
德。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克里斯．斯蒂文斯在德。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克里斯．斯蒂文斯在
內的內的44名美國人，在事件中遇襲身亡。名美國人，在事件中遇襲身亡。

惹禍猶太裔導演藏匿

▲巴勒斯坦示威者▲巴勒斯坦示威者1212日在加沙城燃燒美日在加沙城燃燒美
國國旗抗議電影褻瀆先知國國旗抗議電影褻瀆先知 路透社路透社

▲埃及示威者▲埃及示威者1111日在美駐開羅使館的外日在美駐開羅使館的外
牆上撕毀一面美國國旗牆上撕毀一面美國國旗 路透社路透社

▲美國駐利比亞大使斯蒂文斯（中）▲美國駐利比亞大使斯蒂文斯（中）
1111日在襲擊中身亡日在襲擊中身亡 法新社法新社

▲電影《穆斯林的無知》被指褻瀆先知穆罕默德
互聯網

▲11日在班加西，一名武裝分子站在燃燒的美
國駐利比亞使館前 法新社

▲

美國總統奧巴馬（右）與國務卿希拉里12日
在白宮發表聲明譴責襲擊事件 法新社

西方與伊斯蘭衝突難彌
在伊斯蘭世界，刊登先知穆罕默德的圖像已

是褻瀆，遑論嘲弄先知的電影和漫畫。
2012年2月20日，駐阿富汗巴格拉姆空軍基

地的美軍士兵，將100本《古蘭經》運往垃圾填
埋場焚燒，這一事件被媒體曝光後，引發阿富汗
反美示威潮，多地爆發警民流血衝突。2月25日
，兩名美國顧問在阿富汗內政部被打死。

本次引起軒然大波的電影《穆斯林的無知》
，美國牧師特里．瓊斯一再推崇，並在祈禱會上
向教眾播放。2010年，瓊斯曾揚言要在9月11日
焚燒 200 部《古蘭經》，以紀念 「9．11」事件
中喪生的近 3000 人。在穆斯林世界抗議聲中，
在白宮的壓力下，瓊斯最後沒有 「焚經」。到了
2012年04月28日，瓊斯與其他20人，終於在佛
州蓋恩斯維爾當眾燒毀了數本 「古蘭經」，他被
罰款271美元，因為當地法律禁止在公眾場合點
火。

在歐洲，最有名褻瀆先知事件是《日德蘭郵
報》的漫畫事件。2005年9月17日，丹麥最大的
日報《日德蘭郵報》刊登了以嘲弄先知穆罕默德
為主題的 12 幅漫畫。一些伊斯蘭教國家紛紛向
《日德蘭郵報》發出抗議。丹麥政府儘管譴責這
樣的污損行為但也指出丹麥民族的幽默特質，並
強調捍衛民主與言論自由。2006年2月，丹麥、
德國、瑞典、挪威、比利時、冰島及其他部分歐
洲國家及美國的報紙也陸續刊登這些漫畫，立場
同樣是捍衛言論自由。伊斯蘭世界的抵牾情緒與
動作亦逐步升溫，全球都有穆斯林示威，香港亦
有幾千名穆斯林在尖沙咀遊行。

（本報資料室）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法新
社 12 日消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
磊 12 日就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遇襲身
亡答記者問。洪磊說，我們對美駐
班加西領事館遇襲並造成包括美駐
利大使在內的多人死傷感到震驚，
並對這一暴力行徑表示強烈譴責。
中方認為，利比亞執政當局有責任
和義務按照《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護駐利外
交機構和人員的生命財產安全。

北約秘書長拉斯姆森呼籲利比
亞政府確保一個 「和平、安全和民
主的未來。」

聯合國高級官員費爾特曼說，
對襲擊表示 「最強烈的譴責」，並
表示此次流血事件 「進一步突出」
利比亞的安防挑戰。

在歐洲，歐盟外交官艾什頓稱
此次襲擊 「卑劣」而德國政府發言
人稱，這是 「悲劇性的，無法忍受
的。」

英國外相夏偉林呼籲利比亞當
局 「確保詳細調查此次事件，將襲
擊者繩之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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