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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经贸合作作为中美
关系“稳定器”的作用更加重要。美对华贸易
逆差直接影响美对华经贸政策。据美方统计，
2017 年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 3752 亿美
元，占美国全部货物贸易逆差的46%。以此为
由，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对美出口与投资，出
台了多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并对我开展

“301 调查”、拒绝在反倾销调查中弃用“替代
国”做法等，提出要求中方采取措施将双边贸
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目前美方解决双边
贸易失衡的思路是不可行的。

一、贸易战不是应对中美贸
易失衡问题的可行之法

造成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原因是非常复
杂的，既有美国储蓄率过低、财政赤字过大、国
际货币发钞国地位（特里芬难题）等决定美国
贸易逆差的基本面原因，也有香港转口、双边
海关统计计价差异和全球价值链导致中国对
美出口包含国际转移价值等夸大双边贸易失
衡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两国比较优势、产业结
构、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决定性影
响。解决双边贸易失衡，首先要找准导致失衡

的主要原因，对症下药，方能取得实效。
美方认为导致双边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一是中国政府的“不合理、不公平”政策导致中
国企业取得的国际竞争优势，二是源于中国对
本国市场的保护。实际上，2017年中国货物贸
易顺差总计 2.87 万亿元人民币，占 GDP 比重
为3.47%，经常项目差额占GDP 的比重2.4%。
这说明中国的进出口是比较均衡的，中国的贸
易政策与体制并没有过度追求顺差。

美方基于上述判断，对华采取了一系列贸
易投资保护措施。一是希望削弱中国对美出
口竞争力，减少中国对美出口；二是希望借此
迫使中国开放市场，扩大美国对华出口；三是
希望加强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维护美国企
业技术领先优势。

美方对华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不会给美国
“带回工作机会”。中美贸易总体上互补性远
高于竞争性，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中相当高比例
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出口的所谓“高技术
产品”大多也只是在华完成劳动密集的增值环
节，包含大量的国际转移价值。从两国制造业
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分析，2016年美对中国
大陆货物贸易出口增加值的劳动生产率为
15.8 万美元/人，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增加

值劳动生产率仅为1.71万美元/人（根据中国
全球价值链课题组《2010—2016年中美贸易增
加值核算报告》有关增加值率及就业测算结果
计算），美国是中国的9倍多。如果中国对美
出口下降，腾出来的市场空间并不会由美国国
内企业占据，更可能被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替
代，因此并不会给美国带来劳动密集型的新增
就业机会。

美方单边主义的贸易投资保护措施必然
会引起中国的反制。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
不愿意打贸易战，但是正当利益遭到不公正
待遇时，中方必须坚决反击。一旦中美两个
最大的贸易体爆发贸易战，不仅双方的企业、
消费者利益会受到损害，全球经济贸易也会
被殃及。美国单边主义的作法对多边贸易体
系将产生严重挑战，产生深远的恶劣影响。
因此，贸易战没有赢家，也不能解决双边贸易
失衡问题。 （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记者谭晶晶
崔文毅） 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在人民大会堂

同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
致决定，建立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纳两国两党传统友谊深
厚，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并肩
作战，在国家建设中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
巩固，值得双方倍加珍惜。当前，中纳两国各
自发展都已进入新阶段，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执政理念多有相通，经济合作优势互补。作为

“全天候”朋友，中方愿同纳方一道，推动中纳
关系继续稳步、积极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纳要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新起点上，加强高层交往及各层级友好往
来与合作，不断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要
抓好优先领域和重点项目，结合各自优势，充
分挖掘潜力，不断深化两国互利共赢合作。中
方欢迎纳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同纳
方共同抓住机遇，加强政策沟通和规划对接，
推进重点领域合作。要加强人文交流，夯实两

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中方愿同纳方加大
野生动物保护合作，对走私野生动物制品等违
法行为绝不姑息袒护。要加强在国际地区事
务中沟通协调，更好维护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共
同利益。

根哥布首先代表纳米比亚政府和人民再
次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祝贺中国在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下取得
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祝愿中国早日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根哥布表示，很高兴来到中国这一非洲
最好朋友的国度访问。纳中友谊源远流长，纳
米比亚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提升两国关系水
平，加强同中国在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人力
资源、技术、减贫、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落实
好重大合作项目，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从来没
有殖民过非洲、从来没有掠夺过非洲，一直平
等对待非洲中小国家。中国历史上支持我们
的正义事业，今天继续帮助我们的发展。中国
才是非洲的真诚伙伴和朋友。非洲人民反对
那些无端指责中国的不实之辞。纳米比亚积

极支持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合作，支持加强中
非在国际事务中协调配合。

习近平指出，中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中非关系是南南
合作的典范。在中国还不富裕的年代，毛泽东
主席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就表示我们克服困难
也要支持非洲。今天，中国发展起来了，我们无
论是在情义上还是实力上都应更多地帮助非
洲。中方将继续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对
非政策理念，把中国发展同助力非洲发展紧密
结合起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特别是让
非洲各国通过中非合作增强自主可持续发展能
力。相信中非将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不断为中非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基础设施、
融资、检验检疫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根
哥布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国务委员兼
外交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何立峰
等参加。

一项针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显
示，91%的企业计划采用工业云，37%的
上“云”企业希望加大预算，继续用工业互
联网改造传统制造业。

有市场机构预测，到2020年工业互
联网占整体物联网市场规模将达22.5%，
未来15年中国工业互联网市场规模将超
过11.3万亿元。

工业互联网的市场真有这么大？
“仅三一重工一家企业，利用工业互

联网平台开展远程设备智能运维等新业
务，带动生产性服务产生的年收入就超过
30亿元。你说这个市场大不大？”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
春丛表示，随着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不断深化，工业互联网正在蓬勃兴起，智
能化生产、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
型制造等一批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为
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注入了强劲动力。

工业互联网市场也在成为新的“风
口”。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工业互联
网平台相关融资事件超过170起，融资额
约为200亿元。

“供需对接”成合力

“我国工业互联网技术体系日趋完
善，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推动制造业向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云化发展。”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跃介绍
说，利用线上数据和资源共享方式开展异
地协同设计、协同制造、协同实验，航天科
工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了 40%，工作效

率提高了30%。
和航天科工一样，越来越多的制造业

企业正在加紧拥抱工业互联网。“这几年
我们明显感受到，传统企业对工业互联网
的态度变了。”联想集团首席研究员田日
辉颇为感慨，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
化，企业在具备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前提
下，需要更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提供更
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同时，《中国制造
2025》《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
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
不断出台，也自上而下地推动企业认识到
这个方向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服务商的技术水平也在迅
速提升。阿里云 ET 工业大脑总经理王
峰告诉记者：“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也归功
于计算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此外，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数据，中国
企业在数据体系构建、数据组织和数据模
型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人工智能则通
过深度学习得到了算法优化，带着这些武
器，我们就能冲进工业互联网领域。”

旺盛的市场需求和与此呼应的技术
进步形成合力，带来了产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
任李勇坚认为，传统企业不但利用网络汇
聚消费者需求，进行柔性化生产、定制化
制造，也在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协同设
计，设备共享，在生产端则开始进行产线
优化、故障预测，在售后还可以进行远程
服务……而在这些环节中，都有厂商在试
图进入市场提供服务。（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立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贸易战解决不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隆国强

11.3万亿!工业互联网的蛋糕真有这么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当前，春分已过，清明将至。全国由
南向北全面进入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南方稻区适时开展水稻育
秧，北方冬麦区忙于小麦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东北地区加
快春整地和清雪扣棚。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庄稼地“活”了起来，
华夏大地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春耕图景。

“一年之计在于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介绍，各地围绕
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总抓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
线，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持续推进种植结构调整，目前春耕
生产进展顺利。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3月26日，全国已播
各类农作物1.35亿亩，完成春播计划的10.2%，进度与上年同期
基本持平。

有保有压 结构调整势头良好

春播是全年农业生产的大头，占全年播种面积的一半。目前
我国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库存充裕、供应充足，小宗农产品需求弹
性小、市场空间有限。因此，今年种植结构调整显得更加重要，调
什么，怎么调，调了如何稳得住，都需要科学布局和谋划。

“今年，受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价格改革、订单农业稳
步发展等因素影响，农业结构更优了。”安徽省农委副主任朱永
东说，安徽今春重点压减部分低产低效双季稻种植面积，确保完
成50万亩水稻调减任务。优先发展二级以上优质稻米、高蛋白
大豆。今年还将实施稻渔综合种养工程，力争综合种养面积达
到130万亩。同时加快油菜多功能应用，菜油两用和农旅结合
油菜面积达到90万亩。

黑龙江是我国第一产粮大省，过去两年农业结构调整的力
度也最大。黑龙江省农委副主任李世润说，今年将继续调减四
五积温带非优势区籽粒玉米，在优势区重点发展加工专用和鲜
食玉米。调减井水灌、米质口感相对差、主要依靠粮库收购地区
的水稻，力争水稻面积调减150万亩左右。同时，实施优质稻工
程，重点推广品质优、适口性好的水稻品种。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说，各地指导农民合理安排种植
结构，呈现调优调高态势。最明显的是，无效供给减少，特别是
黑龙江寒地井灌稻和南方低产低质籼稻面积减少较多，全国镰
刀弯等非优势区籽粒玉米继续调减，棉花面积持平略减。有效
供给增加，大豆、杂粮、马铃薯继续增加，糖料持平略增，油料、蔬
菜、饲草面积增加。

节水节肥 绿色发展加快推进

和往年相比，“绿色”是今年春耕的重点，也是难点。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和节水、节
肥、节药等绿色技术，节本才能增效，提质才能增效。

“有了这种自动喷灌设备，我这6000亩小麦的灌溉问题就不用愁了！”河北省永清县
刘街乡李家口村种粮大户叶广宽指着田间给小麦浇返青水的设备说，“在县里水肥一体化
项目的支持下，我今年购置了27台转盘式自动喷灌机，使用这种自动喷灌机，每年能省十
几万元的灌溉成本”。

“农业灌溉用水量大，我们又属水资源极度匮乏地区，要大力发展节水高效灌溉。”永
清县水务局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该县投入资金4500余万元，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地下水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共4.8万亩，通过采取管灌、喷灌、滴灌等方式大幅提高了农
业灌溉用水效益。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说，今年将深入开展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选择325个
重点县开展整建制创建，集成推广绿色高效技术模式。深入开展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行动，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大力推进病虫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选择150个县开展全程
绿色防控试点，提高化肥、农药利用率。今年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面积将扩大到3000
万亩。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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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市民在北京玉渊潭公园踏青赏樱。随着气温逐渐回升，玉渊潭公园内30余种近3000株早、

中、晚樱次第登场，陆续绽放。以“畅想春天”为主题的北京玉渊潭公园第30届樱花文化活动季也如期举

行，让市民感受到浓浓的春意。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樱 花 报 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