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巴断交两岸互呛 美吁对话勿使紧张升级 

华盛顿 — 巴拿马星期二宣布与台湾断交后随即与中

国建交，北京称这是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后果，

蔡英文总统则发表态度强硬声明，表示绝不在威胁下让

步。对于台海双方最新的外交态势，美国政府呼吁双方

降低紧张，以建设性对话避免紧张升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Heather Nauert)星期二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川普总统即将与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会面，

美国知道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之事，台海稳定是美国利益

所在，希望两岸能以建设性对话避免情势恶化。 

她说：“（川普）总统将于下周与巴拿马总统会面。美

国了解巴拿马中断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美国敦促有关

各方进行具有建设意义的对话，避免导致局势升级和破

坏稳定的行动。中国与台湾之间跨海峡关系的稳定对美

国具有深厚、持续的意义。美国认为，双方之间的对话

促成了近几年来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Bonnie 

Glaser)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夺取台湾邦交

国不仅伤害台湾，对自己也是一大伤害，对于它想赢得

台湾民心的目标只会带来反效果。 

葛莱仪说：“中国认为它可以用胁迫手段逼迫民进党政 

 

 蔡英文 13 日针对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发表电视讲话 

府改变它的立场，但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反效果很大，

它违反了中国的利益。民调显示，台湾人民责怪的对象

是北京而不是蔡总统，而且中国一直都说要赢得台湾民

心，很明显的是这么做完全与那个目标背道而驰。” 

台湾陆委会 6月 8日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有 7成(73.4%)

以上台湾民众拒绝中国以一中原则作为两岸政治关系

前提的坚持，超过 8成(83.9%)民众说，中国打压台湾

国际空间已经伤害台湾人民的利益，8成(80.5%)以上民

众认为，中国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在与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德圣马洛(Isabel Saint Malo 

de Alvarado)签署建交公报后，中国外长王毅说，两国

建交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因为巴拿马“很多年前就有

这样的愿望”，但“最近以来巴拿马方面的要求越来越

迫切，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因为巴拿马意识到，与中

国建交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双方谈判进行的非常

顺利。 

此外，王毅也否认巴拿马与中国建交是出于经济利益的

目的。他说，巴拿马“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观望，没有

提出任何前提条件，也不存在任何的所谓‘交易’”。 

苗柏登陆大鹏半岛 多处水浸 

2017 年太平洋台风季第一个进入南海的热

带气旋苗柏于昨天晚上登陆大鹏半岛。该热

带气旋在登陆前，达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受

苗柏影响，华南沿岸多个城市不同地方皆出

现水浸情况。在香港，政府接获 75 宗塌树

报告，并有 10 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而到公立医院求诊。另外，

在大潭道近大潭笃水塘水坝山坡及香港仔黄竹坑道新围村均发

生山泥倾泻，有泥土塌下。在何文田，公主道因水浸，需封闭部

份行车线。牛头角一个巴士站亦出现水浸，乘客需涉水而行。新

界亦有不少农地因水浸而破坏农作物，不少农民称损失惨重。在

深圳，地铁车公庙站出现水浸，黄泥水经大堂涌到月台，车站需

关闭，期间四条地铁线不停该站；现时服务已回复正常。 

伦敦 27 层公寓大楼起火 

伦敦一座 27 层公寓大楼起火，救援人员正在努

力疏散住户。大火已经烧了好几个小时，有关官

员担心，有人仍被困在大火里。有些人目前下落

不明，其中包括儿童。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宣布，

这次大火是一起“重大事件”。伦敦警方说，着

火的公寓大楼位于伦敦西部的北肯辛顿地区，至少有 200 名消防

队员正在救火，疏散住户。救护人员正在帮助吸住烟雾的人和其

他受伤者。目击者告诉一家当地电视台说，他们可以听到住户呼

喊救命，被困在大楼里的人用手机上的手电晃动，希望能被救援

人员发现。逃出来的人穿着睡衣站到大楼外面。警察把附近地区

封锁，让大家不要站在街道上，方便急救车辆通过。有关部门是

在伦敦当地时间凌晨一点刚过时接到火灾报警的。调查人员说，

他们目前还不清楚起火的原因。



巴拿马商界寄望能从与北京新外交关系中取得大回报 

巴拿马城 - 周二，巴拿马的商界欢呼抛弃台湾，与中

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决定，他们希望能加深该国运河

最重要客户的联系。虽然对于台湾这个曾经的盟友感到

遗憾，但他们普遍支持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拉倒向

中国的决心。尤其在中国于全球雄心勃勃的布局，与美

国总统川普的孤立言论鲜明对比下。 

巴拿马农工商总会（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e of Panama, CCIA）主席

Inocencio Galindo 说：“中国是一个全球超级大国，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是运河的第二大用户。所以，我

们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将为巴拿马带来商业和投

资。” 

巴拿马的外交 U型转向，正值 2016 年 11 月当选的川普

实践著“美国优先”政见，与中国企图将自己定位为自

由贸易的捍卫者之际。 

中国官员也庆祝这个消息。驻巴拿马贸易代表处常驻代

表王卫华（Wang Weihua），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与巴国

建立正式关系。去年底起，他开始与巴雷拉的团队进行

更多进阶会谈，最终双方在上周谈定缔约。 

他在受访时补充说，中国对巴拿马作为贸易和物流枢纽

的战略地位很感兴趣。“中国对拉美有着战略投资的大

赌注，而没有外交关系的巴拿马正在失去这些好处。”

“现在，巴拿马将可享受我国在各个领域提供的有利条

件。” 

去年，巴拿马地峡有五分之一的货物来自或运往中国，

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兴趣越来越大。3 月，运河管理局

的 Jorge Quijano 说，中国国有企业正在考虑开发水道

附近的土地，且最近打算扩大开发。 

运河管理局发言人说，Quijano 周四将讨论外交变化对

商业的影响。 

台湾在中美洲这个俗称“美国后院”的经济援助，很大

部分是支持农业与法治上的努力。考虑到中国认为台湾

是叛离的一省，其馀盟国对于未来是否维持与台湾的关

系显得保守。 

巴拿马外交部长伊玛贝尔·德·马洛（Isabel de Saint 

Malo）表示，瓦雷拉十年前就表示了与中国建立关系的

兴趣。她希望建交能带来贸易，投资和旅游机会，特别

是“从巴拿马出口更多的商品到中国”。 

巴拿马前主计长阿尔文·威登（Alvin Weeden）表示，

鉴于巴拿马对全球贸易和中国船舶的依赖，与台北断绝

关系倾向于北京的决定，将会促进企业的发展，巴拿马

应该在多年前就这么做。 

他说：“台湾将会日益孤立”，他补充道，他预测这一

举动（与中国建交）不会伤害巴拿马运河最大客户美国

的关系。“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地缘政治现实。” 

当地房地产公司 Desarrollos Bahia 的合伙人 Octavio 

Vallarino 表示，他希望中巴两国之间不久后建立直航，

商业房地产市场能由即将到达的中国企业撑起。 

巴拿马酒店协会主席萨拉·帕尔多（Sara Pardo）表示，

这一协议可以让两国之间的旅行更加容易。她说：“这

肯定能让经济变得更好。” 

南加州贸易就业成长十年 面临自动化挑战 

洛杉矶 — 贸易和后勤支援是南加州的大企业，过去十

年在这些方面的就业增长相当显著，然而，随着业者争

取维持竞争力，自动化作业正在发挥日益强大的作用。

根据刚出炉的地方经济报告，来自政策和人力运用的挑

战都迫在眉睫。 

洛杉矶县经济发展公司星期一发布最新报告指出，在

2015 年，价值一点七万亿美元的将近六亿吨的货流通过

南加州，相当于每天平均流通 160 万吨，价值 47 亿美

元。这个庞大的数字说明相关活动支持了许多工作机会。 

报告显示南加地区的贸易和后勤支援部门的工作机会

从 2005 年到 2015 年增加了将近百分之十，而同期整体

就业市场只增长了四点二个百分点。其中又以仓储和后

勤支援工作表现最耀眼，十年间增长了百分之 55.1。 

然而，增长也伴随着代价，仓储业的工资下降了百分之

九，整个行业的工资却几乎提高了百分之三，包括在全

美国最大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货运综合港区工作的高

薪码头工人。 

2015 年贸易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六万三千多美元，比同地

区其他行业员工的平均工资高百分之十四。 

洛杉矶县经济发展公司的经济学家向农·塞奇维克认为

部分就业增长要归因于仓储和发货的离心扩散化，消费



者要求送货加速，迫使公司把仓库迁移到人口密集地区，

以节省时间和金钱。 

他还指出，分发货物越来越地方化，而地方化的趋势意

味着需要更多的新设施，这就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长。

就业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行业的主要科技进步并驾齐

驱。 

塞奇维克说，自动化和机器人科技让公司得以把产品在

仓库里垂直堆砌，最大程度的利用占地面积。这些设施

通常超过 40 尺高，运用自动化垂直追踪系统，货物堆

积的高度超过从前的老式系统的极限。 

目前，这些机器还不影响工作机会，因为仍然需要劳工

挑拣许多货物，把它们搬运到卡车上。不过，一旦这些

机器人或自动操作系统能准确有效的选取货物，劳工的

就业增长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目前南加州贸易业的工作机会为 120 万个，塞奇维克预

测贸易业会着重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效率，克服当前面

临的挑战，包括贸易政策、环境条例规定和一再重演的

劳资纠纷。 

科技并不是改变贸易和后勤支援部门游戏规则的唯一

因素，劳工问题，包括突然罢工和国内工作外流到国外

等等，都可能对南加州在地产业的贸易量与工资增长发

生潜在的负面影响。 

川普总统屡次发出威胁，要对中国进口征收惩罚性关税，

是另一个让贸易业界担忧的原因。 

去年，一个中国的投资公司以六十亿美元收购了欧文电

子经销公司英格拉姆麦克欧，这是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科

技公司的一桩最大的收购案。中国资金业涌入南加州生

产葡萄酒的特米库拉地区，投资者至少为五个主要项目

提供资金。 

 

 洛杉矶港忙碌的码头货运 

独立的灯塔经济顾问公司的国际贸易顾问杰克·欧康内

尔表示， 川普政府的任何重大转变－即使可能是误导，

都可能对我们的港口造成重大后果。 

通过南加的国际货流占整体货流的百分之 22，价格却占

百分之 36，这是因为外贸货流的平均价值为四千八百美

元一吨，而美国国内货流只有两千三百美元一吨。 

欧康内尔也说，贸易业对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日趋严格

的环境法规感到关切。他估计在未来二、三十年，遵守

新法规，落实新设备的成本总价将达 350 亿美元，相形

之下，保留运转中的现有设备，只需要花费 70 亿美元。 

欧康内尔表示，落实空气质量标准代价昂贵，真正的问

题是港口是否共同承担得起遵守新法规需要付出的数

百亿美元的代价。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党鞭遭枪击 

美国国会重量级众议员、共和党党鞭史蒂夫·斯卡莱斯在首都华盛顿近郊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里亚遭到枪击，消

息是当地应急部门官员报告的。 

斯卡利斯胯部中弹，当时他和其他人，包括几名国会议员在为将于星期四举行的年度棒球比赛进行练习。 

有报道说，看上去至少还有 5人受伤。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都已获悉此事。斯派塞发推特说，“我们为所有在此事中受伤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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