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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4 日电(记者朱东阳、刘晨)中国
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12 日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周日新
闻”节目主持人华莱士采访，就中美关系、经贸摩擦、朝核
问题等回答了对方提问。有关采访 14 日在福克斯电视台
播出。

针对美国领导人近期涉华强硬言论，崔天凯表示，有
关言论中所有对华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不干涉内政是
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中方在恪守这一原则方面保
持了非常好的纪录。中方在关税方面采取的任何行动都
是对美方向中方强征关税的一种回应，这是关税对关税，
并不针对其他。而中国媒体只是借鉴了美国媒体的经验，
在报纸上购买商业版面发表观点、报道新闻，这是所有媒
体的惯常做法。

在回答有关“贸易战”的问题时，崔天凯表示，中方不
愿同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打任何形式的“贸易战”，但如

果有人坚持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我们就不得不予以反
击，捍卫自己利益。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有责任维护积极、建设性的双边关系，这将增强人们对全
球经济前景的信心。

针对美方所谓“中国的发展靠的是窃取知识产权、强
制技术转让”的指控，崔天凯表示，这些指控毫无事实依
据，对中国人民不公平。中国有近 14 亿人口，难以想象这
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谋求发展和繁荣时，主要依靠的
不是他们自己的奋斗，而是从别人那里偷窃，或者强制别
人转移技术。中国人民勤劳、努力，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人。

被问及美中两国军舰在南海近距离靠近以及美对台
军售事，崔天凯表示，事情发生在中国南海，就是说，在中
国的家门口。因此不是中国的军舰开到加州海岸或墨西
哥湾来，而是美方军舰开到了非常靠近中国岛屿和海岸
的地方去。孰攻孰守，一目了然。至于美对台军售，这完全

是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明证。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元首可能在 11 月底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会
晤时，崔天凯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在指引两国关系
向前发展方面具有关键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两国元首
实现了良好的相互了解，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我希
望并相信这样的关系会继续下去。

崔天凯指出，中国的目标是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
生活，并非要挑战或取代任何人。我们愿同包括美国在
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崔天凯在谈到朝核问题时表示，中美在实现朝鲜
半岛无核化、实现半岛持久和平上拥有共同目标。中方
欢迎并支持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也非常期待美朝
元首的第二次会晤。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采取协调同
步、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措施。

就中美关系等问题

我驻美大使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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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领导人日前在智
库演讲中妄称中国“强制
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

这一说法不仅是美方抹黑
中国的陈词滥调，更是罔
顾事实的无端指责。中国
取得举世瞩目的科技成
就，既是广大科研人员长
期奋斗的结晶，也是长期
开放合作政策的硕果。

中国是现代科技的后
来者，学习发达国家是科
技发展的必然途径。回看
美国自身的科技发展之
路，关键词也少不了“引
进、学习、借鉴”。从 19 世
纪直到二战，美国从全球
各地引进大量人才，学习
欧洲传统强国的先进技
术，才拥有了现在的科技
实力和地位。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
程，中国创新活力与能力
与日俱增。目前，中国科研
论文发表量已居世界第二
位，技术专利申请量已居
全球首位，从一个侧面折
射中国科技进步的巨大成
就。这是中国长期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战
略的结果，是全体人民特
别是科技工作者辛勤劳动
的成果。2000 年以来，中
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以
年均近 20% 的速度增长。
2017 年，中国全社会研发
经费投入 1 . 76 万亿人民
币，位居全球第二。中国的
科技创新成就，正如美国
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
所说：来自那些从政府对
基础科学巨额投资中受益
的优秀企业家，来自推崇卓越、注重科
学和技术的教育制度。

中国科技创新的艰苦努力震撼世
界，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行动更是赢
得广泛认可。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建立健全知
识产权法律体系等方面的显著进步，国
际社会有目共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
干事弗朗西斯·高锐指出，过去 40 年，中
国建立起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把知识产权作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驱动
力，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该组织前总干
事阿帕德·鲍格胥也评价说，中国的相关
努力和成效“在知识产权发展史上是独
一无二的”。

罔顾事实，只会被事实“打脸”。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期举行的关税听
证会上，罗技等在中国设立合资、独资
企业的多家美国公司公开表示，并未许
可或被要求许可将任何技术转让给中

国企业，也未被强迫将知识产
权或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

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
合作过程中发生的技术转移，
源自发达国家企业出于利益最
大化考虑的主动技术转让及产
业转移。实际上，多年来美国在
华企业通过技术转让与许可
获得了巨额利益回报，是技术
合作的最大受益者。据美国商
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仅 2016
年中国向美国支付的知识产权
使用费就达 79.6亿美元。

美方之所以取得丰厚收
益，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不
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取得扎实成效。美国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
过去 10 年间中国使用外国
技术支付的专利授权和使用
费增长 4 倍，为本国境内使
用的外国技术支付费的规模
已达全球第二。

对属于市场行为的技术
转让横加指责，其实是私心
私利作祟，完全背弃了契约
精神。更为讽刺的是，在高科
技领域，大搞贸易“不自由”

的恰恰是美国自己，高科技
出口管制、禁运是其遏制别
国发展的常用手段。这样的
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因为中
国超级计算机的迅猛发展，
美国政府从 2015 年开始对
中国四家超算中心禁运英特
尔“至强”服务器芯片，“精确
狙击”的意图明显。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
金会 2017 年 4 月的报告分
析，美国若将对华出口管制
放松至对巴西的水平，美国
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 24% ；

如果放松至对法国的水平，美国对
华贸易逆差可缩减 35% 。

明眼人不难看出，所谓“强制技
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等说辞不过
是美国挥舞关税大棒的幌子。美国
前副国务卿、基辛格咨询公司副总
裁罗伯特·霍马茨直言，中美贸易摩
擦仅仅是表象，它折射出的是美国
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科技实力充满焦
虑，这也是近期以来美国政府针对
中国高科技公司出台一系列限制性
政策的原因之一。

科技进步造福全人类，而开放
合作是科技进步的推动力。作为全
球科技投入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
加强合作利在两国、功在世界，封闭
排外只会“损人不利己”。美方应摒
弃零和思维的执念，放下动辄挥舞
的大棒，走上合作共赢的正道。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德国巴伐利亚州
议会选举 14 日公布
初步结果，长期在该
州执政的基督教社会

联盟(基社盟)遭遇挫折，得票率降至 35% 左右，将失去
在该州的政治主导地位。

分析人士认为，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的失势将累及
其姊妹党，即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
民盟)。两党应尽快重新审视过往政策得失，及时做出调
整，避免两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再遭削弱。

遭遇重大挫折

基社盟自 1946 年进入巴伐利亚州议会后，绝大部分
时间是该州第一大党。该党在德国政治光谱中本属中间
党派，但从其近期的一系列政策来看，基社盟似乎有意
“向右转”，甚至发出一些近似民粹的声音。有分析认为，
基社盟领导层希望以这一姿态挤占选择党的生存空间。

不过从本次选举的结果来看，基社盟的努力并未取
得效果，反而使不少原有支持者的选票流向主张接纳难
民、倡导环保的绿党。德国智库贝塔斯曼基金会研究员克
里斯蒂安·蒂尔曼认为，基社盟将选战重点放在移民议题
上，却忽视了巴伐利亚州房价房租上涨、幼儿保育费用高
企等民生议题，没有拿出切实的解决方案。

基社盟在联邦层面与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是姊妹党
关系，基社盟只在巴伐利亚州进行政治活动，基民盟则在
德国其他 15 个州活动，两者在联邦议会中共同组成议会
党团，被称为联盟党。舆论认为，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失
势，意味着联盟党在该州根基动摇，党团在联邦议会中的
“底气”也随之降低。

联盟内斗不断

通常情况下，德国媒体将联盟党作为一个整体与议
会其他政党相提并论。不过，自今年 3月德国新政府组阁
完成后，德国媒体使用“联盟党”这一字眼的频次逐渐降
低，原因是基社盟与基民盟声音并不一致，甚至常生内斗。

不少分析师认为，党团内斗是选民对基社盟与基
民盟逐渐失去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默克尔的说
法，不少选民根本不知道两党在争什么，但争斗本身就
不会让选民看好。

现阶段两党分歧主要集中在移民问题上。基社盟
在相关议题上态度较为强硬，与基民盟的主张多有冲

突，两党几次吵到几近“白热化”的程度。
今年 7 月，基社盟主席、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要

求遣返“二次移民”，即已在其他欧盟国家登记后来到德
国的移民。而默克尔坚持要求达成欧盟层面的宏观解决
方案，不同意德国单方行动。泽霍费尔曾一度威胁基社
盟退出执政联盟，几乎导致政府垮台。

今年 8 月，德国东部城市爆发极右翼势力游行。默克
尔决意撤换负责国内安全的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汉斯·
格奥尔格·马森，原因是马森对右翼势力表示同情引发争
议。而泽霍费尔则力保马森，提议任命他为内政部国务秘
书，相当于“升职加薪”。这场争吵使德国舆论哗然。

恐引连锁反应

此次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在德国被普遍认为是日
后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的风向标，选举结果会对各
党士气和策略产生影响。

选前就有一些德国媒体分析称，基社盟如在选举中
失利，默克尔的政治实力将被进一步削弱。有报道甚至
说，从后续政治活动的日程表上看，本次选举或成为她
提前结束第四个任期的“前奏”。

本月 28 日，德国还将迎来黑森州议会选举。选前民
调显示，基民盟支持率仅为 29% ，较 2013 年选举的
38 . 3% 大幅下降。

今年 12 月，基民盟将召开党代会选举党主席。分析
人士指出，无论默克尔是否继续当选党主席，接连的政
治失利将导致党内外质疑和反对她的人逐渐增多。德国
电视一台以“风暴来临”为题报道说，人们都在寻找谁该
为联盟党当下的不利处境负责，默克尔正承受压力。

（记者张远、任珂）新华社慕尼黑 10 月 14 日电

德国最大州选举为执政党“敲响警钟”

▲ 10 月 14 日，在德国慕尼黑，德国巴伐利亚州
州长马库斯·泽德在选举初步结果公布后发表声明。

新华社记者单宇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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