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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裁決空巴補貼違規
美擬徵報復性關稅 歐盟回應將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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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稱成功試射
新型潛射導彈
【香港商報訊】據朝中社昨日報道，朝鮮國防科學
院 2 日上午從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的元山灣水域成功試
射了 「
北極星-3」新型潛射彈道導彈。
報道說，該型潛射彈道導彈的試射以高角度發射的
方式進行。通過試射，新設計的彈道導彈的核心戰術
技術指標得到了科學驗證，試射未對周邊國家安全造
成任何負面影響。報道還說，此次 「北極星-3」型
潛射彈道導彈的成功試射，是在遏制針對朝鮮的外部
勢力威脅、進一步增強國家自衛性軍事力量方面的重
大成果。

朝方談判團赴瑞典
另據韓聯社消息，參與朝美工作層磋商的朝方代表
團昨日上午乘坐高麗航空客機飛抵北京首都國際機
場，並於當天下午啟程前往瑞典。
包括朝鮮巡迴大使金明吉、外務省前任美國局長權
正根、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鄭南赫在內的代表團 4 人，
預訂了當天下午北京飛赴斯德哥爾摩的國航機票，談
判場所可能是斯德哥爾摩。斯德哥爾摩是韓朝美三方
朝核代表今年 1 月舉行三天封閉式酒店談判的地點。

馬杜羅擬近期訪朝
值得一提的是，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近日在國家電
視台節目中稱，他近期將訪問朝鮮。據俄衛星通訊社
報道，馬杜羅在電視節目中向委制憲大會主席卡韋略
表示： 「請放心，我會很快前往朝鮮，你已經打開了
大門。」
據悉，卡韋略早前對朝鮮進行了訪問，並在技術、
工業、國防和農業領域簽署了協議。

空巴位於法國圖盧茲的全球生產總部。 網絡圖片

【香港商報訊】世貿組織（WTO）當地時間 2 日裁決，就歐盟 「違規」 補貼
空巴公司，美國有權向歐盟徵收至多 75 億美元（約 588 億港元）的報復性關
稅。獲 WTO 「綠燈」 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2 日晚些時候宣布將
對從歐盟進口的飛機、農產品等一系列產品加徵關稅。歐盟隨即表示，將以同
樣方式進行回應。
WTO 當天表示，歐盟及其部分成員國沒有完全執
行 WTO 爭端解決機構先前作出的裁決，仍然補貼空
巴，致使競爭對手波音每年損失約 75 億美元。依據這
一數據，美國政府有權每年向歐盟至多 75 億美元的輸
美商品徵收報復性關稅。
美歐航空製造業補貼爭端由來已久。美方 2004 年向
WTO 提起訴訟，指認歐盟以各種形式向空巴提供補

貼；歐盟隨後同樣向 WTO 起訴美國政府向波音提供
巨額補貼。WTO 曾先後判定美國和歐盟違規補貼各
自飛機製造企業。一些分析師說，WTO 可能明年早
些時候作出裁決，允許歐盟向美國徵收報復性關稅。

加稅產品主要來自法德西英
WTO 宣布裁決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表聲明
宣布，根據最新裁決結果，美方
將對一系列歐盟產品加徵關稅，
18 日生效。聲明中說，美方將對
空巴在歐洲生產的大型民用飛機
加徵 10%的關稅，對歐盟部分農
產 品 和 其 他 產 品 加 徵 25% 的 關
稅。不過，美方列出的加徵關稅
清單顯示，空巴在美國亞拉巴馬
州的工廠和波音可以繼續以原有

稅率進口和使用歐盟製造的飛機部件。
美方先前指認法國、德國、西班牙和英國補貼空
巴，因而清單中所列絕大部分產品來自這四國，包括
法國紅酒、德國咖啡、西班牙橄欖製品、英國威士忌
以及整個歐盟範圍內生產的奶酪。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說，雖然美方有權加徵 100%
關 稅 ， 但 決 定 僅 對 部 分 產 品 加 徵 10% 至 25% 的 關
稅；美方有權隨時加徵更多關稅或調整加徵關稅產
品。

美媒憂擾亂全球供應鏈
就美方加徵關稅，歐盟貿易委員馬爾姆斯特倫表達
憂慮，指該舉措 「只會對大西洋兩岸的企業和民眾造
成損害」， 「短視」且 「適得其反」。她在一份聲明
中說， 「如果美方決定施行獲得 WTO 授權的反制措
施」，那將 「迫使我們不得不採取相同舉措」。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強調，歐盟會始終捍衛在互惠
互利原則下的自由公平貿易，如果誰要向我們的商品
加徵關稅，我們會以同樣方式進行回應。
法國外交部也表示，如果美方加徵關稅，歐盟將根
據 WTO 的裁決對美國施加報復，以捍衛自身利益。
《華爾街日報》指出，加稅可能影響波音與空巴分
別在歐美的市場，並擾亂全球供應鏈。空巴總裁傅里
透露，空巴 40%的零部件來自美國，涉及 40 個州、
27.5 萬工作崗位。

美古董機墜毀
造成 7 死 7 傷
【香港商報訊】一架古董飛機 2 日在美國康涅狄格
州一處機場墜毀並起火，造成至少 7 人死亡、7 人受
傷。
美國聯邦航空局當天發表聲明說，當地時間上午 10
時，一架古董波音 B-17 轟炸機試圖在布拉德利國際
機場降落時墜毀在跑道盡頭。康涅狄格州應急管理部
門當天下午通報說，飛機墜毀時載有 13 人，包括 2 名
飛行員、1 名乘務員和 10 名乘客。
社交媒體上公布的視頻和圖片顯示，飛機墜毀起火
後冒起滾滾黑煙。目前火已被撲滅，飛機大部分殘骸
被燒得焦黑，只能看得出機尾和一側機翼。尚不清楚
飛機墜毀的原因。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工作組正
在現場展開調查。波音 B-17 轟炸機被稱為 「空中堡
壘」，在二戰期間被廣泛使用。

微軟擬明年推折疊手機
【香港商報訊】在當地時間 2 日舉行的最新硬件發
布會上，微軟宣布了將在 2020 年重返智能手機市場
的計劃。
據科技媒體 The Verge 新聞網消息，這款新機名為
Surface Duo，採用內折雙屏設計。不過，這款手機
並未採用時下流行的柔性屏技術，而是由上下一對轉
軸連接兩塊屏幕，屏幕之間有明顯空隙。據
科 技 網 站 The Engadget 透 露 ， 這 對 轉 軸 可
360 旋轉，兩側屏幕均為 5.6 吋。據悉，Surface Duo 將採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統。

微軟新手機 Surface Duo 採用內折雙屏設
計。
網絡圖片

柳州螺螄粉：從地方小吃到網紅美食
港眼探
軟韌爽口的米粉，澆以螺螄熬製的酸辣味的湯
頭，再加入酸筍、花生、油炸腐竹、木耳、蘿蔔
乾、鮮嫩青菜等配料，就構成了一碗柳州螺螄粉的
全部。
近年來，正是這樣一碗起源於廣西柳州的地方小
吃，俘獲了海內外無數食客的心。
柳州人自古嗜螺，在柳州白蓮洞穴考古中就發現
被人類敲掉了尾部的螺殼化石。柳州人更愛吃粉，
徐霞客在柳州逗留 14 天，其《粵西遊記二》記載：
「出東門觀靜聞……俱市粉餅食。」現代柳州米粉
的種類更是琳瑯滿目。
螺螄與粉的激情碰撞，辣、爽、鮮、酸、燙的美
妙味覺體驗，讓很多人吃一次便愛上了這一口。
上世紀 80 年代，在解放南路、青雲菜市、谷埠街

等柳州當時最重要的小吃市場，螺螄粉聲名鵲
起，螺螄粉攤也如雨後春筍遍布全市。鮮香熱辣
的螺螄粉與柳州人果敢爽朗的性情水乳交融，成
為柳州最經典的小吃。2008 年，經過 30 多年發展
的 「螺螄粉手工製作工藝」，入選廣西非物質文
化遺產名錄。
互聯網時代的來臨，為柳州螺螄粉產業發展插
上了飛翔之翼，螺螄粉從街頭小店走進工業園，
實現工業化生產。螺螄粉進京、萬人同品螺螄
粉、螺螄粉美食節等系列活動更成為產業發展的
加速器。2018 年，柳州螺螄粉獲得國家地理標誌
證明商標並正式啟用，柳州預包裝（袋裝）螺螄
粉日產量超過 120 萬袋，網店超過 1.2 萬家，銷售
收入近 45 億元。袋裝螺螄粉生產企業從 1 家迅速發
展到 82 家，出口企業 7 家，品牌 200 多個。在淘
寶、京東等平台上，柳州螺螄粉日均銷售量超過
80 萬包，銷量在阿里巴巴米粉特產類銷售量中排
名第一，成為全國 「網紅」小吃。全國實體店超
過 8000 多家，在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等國家也
開有實體店。
從街邊小吃到登堂入室，從 「現煮堂食」到方便

柳州螺螄粉
袋裝，從地方美食到熱銷全球，熱辣的螺螄粉滋養
着柳州人的性情，寄託了遊子的幽幽鄉愁。新時代

中，它還承載着產業升級群眾脫貧的願景，成為龍
城最閃亮的城市名片。
李麗芳 張大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