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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斯遭父母嫌棄?讓他繼位,女王夫婦不放心
近日，由英國資深記者
湯 姆 · 鮑 文 （Tom Bower）
撰寫的新書《叛逆王子：查
理斯的權力、激情與反抗》
（Rebel Prince: The Power,
Passion and Defiance of
Prince Charles）剛剛出版，
便引起外界關注。書中指出
，菲力浦親王曾表示，兒子
查理斯王子如果加冕為國王
，將有損英國的君主制度。
此言一出，也引發了外界對
這對王室父子關係不和的猜
測。
英國《每日快報》援引
該書爆料的內容稱，96 歲的
菲力浦親王在去年 5 月的私

人晚宴上，向朋友們取笑他
69 歲的兒子查理斯王子，還
十分篤定地指出，自己和女
王如此長壽，就是為了阻止
查理斯登上王位。菲力浦親
王說，女王雖然已經 91 歲
，但她身體硬朗，還能再活
10 年。查理斯如果繼任王位
，會破壞君主制度。
作者還在書中寫道，
“對於兒子的成就和願景，
菲力浦毫不掩飾自己的鄙視
態度，同時他對於查理斯是
否能成為一個優秀的王位繼
承人，也沒有抱多大信心”
。在評價自己與兒子的關係
時，菲力浦親王總結道：

“他是個浪漫主義者，而我
是個實用主義者，這意味著
我們對許多事情的看法都不
相同。”
書中還透露，不僅查理
斯王子不被眾人看好，就連
他的兩個兒子威廉和哈裡也
與父親一起，因為“追求個
人名利，忽視王室成員傳統
職責”而遭到英國政府的審
查。作為備受尊崇的英國王
室成員，三人被指在國家遇
到重大危機和舉行節日期間
，表現地很不走心。
該書作者湯姆· 鮑文在
對王室內部 120 個人進行採
訪後稱，周圍的人普遍認為

查理斯經常容易沮喪，他自
認為別人應該傾聽他的意見
，也討厭受人批評。文章指
出，查理斯很容易“玻璃心
”，他的婚姻很不幸，與父
母的關係也不是很好。文章
還稱，查理斯渴望繼承王室
遺產，但目前他的母親伊莉
莎白二世女王顯然沒有給他
這個機會。
此外，書中也揭露了查
理斯王子的不少怪癖，包括
他出行時會帶上自己專用的
馬桶、床以及床上用品，這
些都要耗費不少的功夫，也
增加了出行的成本。

中國反擊美國，為何選擇農產品？
美官員：中國很難作出報復決定；
華春瑩：奉陪到底！
3 月 22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
宮簽署了對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的
總統備忘錄，這意味著美國率先發起
挑釁。中國隨即發動反擊，中國商務
部於 23 日發佈了針對美國鋼鐵和鋁
產品 232 措施的中止減讓產品清單，
擬對自美進口部分產品加征關稅。
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有人卻顯
得有些“有恃無恐”。據外媒報導，
美國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稱，中國在美中貿
易中的獲益要遠高於美國，這意味著
中方將很難作出對美進行報復的決定
。
針對納瓦羅認為中國難以對美國
進行報復的觀點，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在 23 日下午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

對《環球時報》記者回應道，這顯然
是“夜郎自大，錯判了形勢”。
華春瑩稱，美方有關人士的話，
顯然是有些夜郎自大，錯判了形勢，
也完全低估了中方捍衛自身合法利益
的決心與能力，以及美方為其任性妄
為所要付出的代價。華春瑩強調，中
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的。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美方通過大量
地進口來自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密集型
產品，大大降低了美國消費者的消費
成本，提高了消費者剩餘，實際上改
善了美國消費者的福利，這宏觀上也
有利於美方抑制通貨膨脹。無論從微
觀層面還是宏觀層面，美方都是大大
的受益的。”
美方執意推進 301 調查並且公佈

所謂裁決，挑起貿易戰，無疑將首先
直接損害美國消費者、公司企業和金
融市場的利益。“我們大家都看到，
昨夜，有關備忘錄簽署的消息一出來
後，美國三大股指立刻全線下挫，我
想這是金融市場為美方有關錯誤政策
和行動投出的不信任票，也從側面說
明了國際社會對美方有關政策和舉動
的魯莽和危險性的擔憂。”
在談到中方是否會進行報復的問
題時，華春瑩說，中方的立場已經說
得十分清楚了，傳遞的資訊也是非常
的明確，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會奉
陪到底。“我們希望美方認真嚴肅的
對待中方的立場，理性慎重決策，不
要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既損人，更害
己。”

中美若爆發貿易戰
受傷最重的是臺灣
據臺灣聯合新聞網報導，美國若
對中國大陸提高關稅稅率，臺灣電子
業將非常痛苦，因為中國大陸對美出
口的電子產品很大一部分是由大陸的
台商製造，或由臺灣廠商供應零部件
。
報導稱，出口大約占了臺灣 GDP
的三分之二，其中機械與電子產品是
大宗出口。目前臺灣主機板及筆記型
電腦產量占全球 90%以上。而在臺灣
所有的出口中，有超過 40%是流向中
國大陸的，為大陸製造業提供材料及
零部件。
據高盛集團的研究指出，如果特
朗普實施貿易障礙使美國進口減少
10%，即一年 2400 億美元，從經濟規
模來看臺灣受創將比大陸更嚴重，臺
灣的島內生產總值至少將因此被削減
0.4%，還不包括貿易報復等其他因素
。
為此，臺灣前貿易代表、“中央
大學”教授單驥接受訪問時指出，中
美貿易戰對臺灣可能的衝擊非常嚴重

。“一切都不確定，一切都處於動態
發展，使我們處於一種不安的狀態”
。
大衛森學院政治學教授任雪麗則
指出，“由於這些產品的價值大部分
是由臺灣、其他亞洲國家及美國廠商
所貢獻，因此美國只針對中國大陸的
出口額提高關稅，對臺灣及其他亞洲
廠商將造成超比例的傷害”。
此外，報導還提到，如今大陸經
濟增長減緩，但臺灣的表現卻很強勁
。比如以下這幾個方面：去年臺灣第
4 季 GDP 增長率達到 2.88%，是近兩
年來的最佳表現；過去一年，台幣是
亞洲表現最強勢的貨幣；股市上漲
17%，是亞洲表現最佳者之一。
報導稱，儘管目前中美貿易戰還
沒有到來，特朗普就職以來，也尚未
說明他在貿易上可能對中國採取哪些
措施，但臺灣當局仍急於將出口分散
至東南亞等地，開設貿易辦公室並促
進觀光。

不過有專家對此表示，台當局這
些動作可能已經太晚。單驥說，“一
切變化如此之快，因此我擔心中美貿
易爭議已經登場，我們已經沒有太多
時間可以將對大陸的貿易轉移到亞洲
其他國家”。
商務部前部長高虎城表示，建交
以來，中美經貿關係迅速發展，一直
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和“推進器
”。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
融格局來形容中美經貿關係是最恰當
的。無論美國對華政策如何變化，中
美經貿關係最終還是要回到互利共贏
的軌道上來。
高虎城還說，最近兩國元首的通
話以及各個層面的接觸，都使我們有
理由相信，健康穩定的中美經貿關係
，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的實實在在
的巨大利益是兩國經貿關係發展的基
礎。“貿易戰”不該成為一個選項，
因為中美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一旦開戰，必然是兩敗俱傷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時間 22 日宣
佈，將對約 600 億美元進口自中國的商
品加征關稅，對中資投資美國設限並
在世貿組織採取針對中國的行動等。

中國隨即作出回應！
商務部 23 日發佈《關於就美國進
口鋼鐵和鋁產品 232 措施及中方應對措
施公開徵求意的通知》，擬對自美進
口部分產品加征關稅，以平衡美方 232
措施給中方利益造成的損失。
商務部條法司司長陳福利當天接
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對美國 301 調查中
方已經做好充分準備。下一步，中國
將密切關注事態進展，認真評估，一
旦中方利益受損將堅決出手。他透露
，中方準備的回應措施是“全面的”
。

中美貿易戰，哪些領域中招？
從已經公佈的資訊來看，美國對
中國徵稅領域涉及高鐵裝備、航空產
品、新能源汽車、新一代資訊技術、
工業機器人、農機裝備、新材料、生
物醫藥、高性能醫療機械等。
中國對美國擬中止減稅領域包含 7
類、128 個稅項產品，按 2017 年統計，
涉及美對華約 30 億美元出口。
第一部分共計 120 個稅項，涉及美
對華 9.77 億美元出口，包括鮮水果、乾
果及堅果製品、葡萄酒、改性乙醇、
花旗參、無縫鋼管等產品，擬加征 15%
的關稅。
第二部分共計 8 個稅項，涉及美對
華 19.92 億美元出口，包括豬肉及製品
、回收鋁等產品，擬加征 25%的關稅。
為何中國拿農產品開刀？
農業是中美經貿合作最早開始的
領域之一，中國是美國農產品的重要
出口市場。1972 年兩國尚未建交時，
美國農業企業就已進入中國市場，開
展育種及飼料領域的合作。中國改革
開放 1978 年拉開序幕不久後，美國大
陸穀物公司就在深圳成立了中外合資
企業。據中國官方資料，自 2001 年以
來，兩國農產品貿易額年均增長 15%，
其中美對華出口額年均增長 17%，長期
保持貿易順差。
另據美國統計，2016 年中國是美
國農產品第二大出口市場，占美國農
產品出口的 15%。每個美國農民平均向
中國出口農產品 1.2 萬美元，從中獲得
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農業州是特朗普競選的重要票倉
。中期選舉前，中國拿農產品貿易對
美國開刀，正是打到了特朗普的痛處
。

一片反對聲，美國能撐多久？
美國宣佈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額關
稅後，激起中美商界一片反對聲浪。
中國國際商會對美國政府這一保

護主義措施堅決反對。該組織曾代表
中國工商界參加了美對華 301 調查，先
後提交了近 1000 頁的抗辯材料。
國 際 商 會 稱 ， 美 國 301 調 查 結 果
“嚴重缺乏事實基礎和證據支撐”。
中美企業之間的技術轉讓系企業平等
協商、自主決定、有償交易，不存在
政府強制和干預。事實上，在美國公
眾向美國政府提交的數十份評論意見
中，也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支持所謂
的“強制技術轉讓”等指控。
國際商會稱，美國保護主義舉措
以及可能引發的貿易戰將給中美兩國
工商界、消費者和勞工造成難以估量
的損失，導致兩敗俱傷結果，並將波
及其他國家。國際商會強烈呼籲美國
政府與中國政府一道，以建設性方式
解決分歧，避免爆發貿易戰。
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表示，
中國企業不希望發生貿易戰，但如果
美國一意孤行，中國企業也絕不懼怕
貿易戰，必將支援中國政府為維護中
國企業正當權益的一切行為。

美國商界也對特朗普此舉
提出警告。
據新華社報導，包括沃爾瑪、梅
西百貨、百思買在內的 25 家美國知名
零售商 19 日聯合致信美國總統特朗普
，呼籲美國政府不要對從中國進口的
產品加征關稅，以免損害美國消費者
利益。
這些美國零售商在信中說，利用
“301 調查”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將導
致服裝、鞋子、電子設備等日用商品
價格上漲，這將損害美國消費者尤其
是工薪階層利益，也將擴大美國貧富
差距。
另外，40 餘名頂尖經濟學家公開
警告稱，徵稅無助於改善美國人生活
。美國會參眾兩院領導人麥康奈爾、
里安及 100 多名共和黨議員均對貿易保
護措施表示擔憂。
據《金融時報》報導，美國全國
製造商協會主席傑伊•迪蒙斯稱，對
中國加征關稅“可能會帶來新的挑戰
，其形式就是給製造商和美國消費者
帶來顯著的附加成本”，還可能招致
報復。
農業行業組織“農場主支援自由
貿易”執行總監布雷恩•屈爾表示，
考慮到中國是美國農民和大型農場主
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報復帶來的痛
可能十分厲害”。
作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
中美一旦爆發激烈貿易戰，不僅衝擊
兩國，對全世界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中國已經表現出足夠的克制，是否能
及時懸崖勒馬，就看特朗普的了。

堪城新聞‧堪城華人黃頁
堪城新聞感謝您多年的支持，為豐盛堪城新聞園地、促進社區人士更廣泛交
流，歡迎提供各類活動、商業、得獎、溫馨社區人與事或和華人社區相關事
件等文稿，或可與本報聯繫。
電話：913-850-0781或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 e-mail：slcj@sprintmail.com

好中餐Buffet店出
售，聖路易斯附近幽
靜安全小鎮，生意好
3/15 – 4/5
，位置佳，包賺錢。

573-885-6395

堅旺裝修
承接餐館、住宅裝修，精通水
電土木工、安裝抽油煙機、大
2/8-5/3 P
小工程一條龍服務，二十年經
驗，免費估價，請電陳師傅

816-787-5098

快速通過聯邦按摩考試

不需要英文基礎，聯邦考試培訓， 不耽誤工作，政府承認。專業
考題（2016年 下半年 已陸續更新的最新試題），100%通過，可
用於31個州。代辦各州執照及學時證書。
12/21 - 1/11

贈送教學配套光碟

培訓只限於堪薩斯州堪城地區及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其他地區可
提供試題和光碟
請聯繫

626-863-9025 （Kevin）

退休餐館出售
房租$1500，觀光區。正常
開，月可達3萬多。生意好
3/29-4/19
，小費佳。價格可商議。
www.kcpeking.com

816-531-2272
913-962-1832

小Town Buffet
店轉讓，月銷
4/5-4/26
4萬5，包賺錢

913-850-0781

314-991-3747

中日餐館出售

餐館請人

店全新，適合家庭店
3/22-5/10
回國急需賣店，價格面議

誠請炒鍋或幫炒、
4/5-4/26
打雜各一名

在Independence

415-832-0281 917-704-2987 913-951-6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