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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6日讯 记者冯其予
报道：当地时间4月5日，美方称或再
对中国 1000 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关
税。在6日举行的商务部中外媒体吹风
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回答
经济日报记者提问时强调，我们已经
按照底线思维的方式，做好了应对美

方进一步采取升级行动的准备，并已
经拟定十分具体的反制措施。中国人
的做事方式是，我们不会挑事，但如
果有人挑事，我们会坚决应战。中国
人办事历来是十分认真的，我们一定
会说到做到。

高峰指出，美方的行为十分无理。美
方严重错判了形势，采取了极其错误的行
动，这种行动的结果就是“搬起石头砸自
己的脚”。如果美方公布新增1000亿美
元征税产品清单，中方已经做好充分的准

备，将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的反击。
有记者提问，最近有美国高官说中

美正在就贸易冲突进行谈判，对此有何
评论？高峰回答说，中方注意到，美方
不同官员都表达了刚才你说的这个意
思，但是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一段时间
以来，双方的财经官员并没有就经贸问
题进行任何谈判。美方公布“301 调
查”报告以及产品建议清单以后，中方
予以坚决回应；美方再次提出增加
1000 亿美元征税商品，中方进行了更

加坚定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更
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的谈判。

高峰强调，这场所谓的贸易战的性
质是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的一场斗
争，是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的一场
斗争。如果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受到威
胁，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遭到破坏，整个世
界经济复苏都会受到严重威胁，这既不
利于中国的核心利益，更不利于全球的
共同利益。面临这样的重大问题，我们
必须坚决斗争。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
发布“301 调查”报告，宣称中国在技术
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的法律、政策
和做法是“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造
成了美国商业的负担和损失。依据所谓

“301 调查”结果，拟对从中国进口的商
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向世界贸易组织
起诉中国，同时还拟采取限制中国企业
对美投资并购等措施。

“301 条款”是指美国《1974 年贸易
法》第301条，是美国政府针对所谓贸易
伙伴损害其贸易利益的行为、政策和做法
进行调查、报复和制裁的法律工具。“301
调查”由美国自身发起、调查、裁决、执行，
具有明显的单边主义色彩，与世界贸易组
织确定的多边主义原则背道而驰，早已过
时，一直受到各方反对。实践也多次证
明，美国运用“301条款”，是借知识产权
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美国发起对华调查的理由是美中之
间的贸易逆差。美方认为，美中贸易逆差
是由两国之间贸易存在不平等现象导致
的，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方面。事实果真如
此吗？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
国对美的贸易顺差达3470亿美元，占其
总逆差的47%，2017年11月美国对华贸
易逆差环比增长0.6%，商品贸易逆差规
模创2015年9月以来最大。姑且不论美
方统计口径造成的贸易数据失真问题，从

有关研究看，尽管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
但收益顺差更多在美国。据统计，中国货
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资企业，61%来
自加工贸易。实际上，中国企业从加工贸
易中赚取加工费，而美国企业则从设计、
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利。而知识产
权贸易数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中
国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每年都给国外权
利人带来巨大利益。2001年，中国对外
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仅为 19 亿美元，
2017 年则已达到286亿美元，中国知识
产权跨境交易的逆差超过 200 亿美元。
相比之下，美国对外许可知识产权每年净
收入都接近或超过800亿美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产
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
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不仅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更是中
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正致力于贯彻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
保护政策，推动提高法定赔偿上限，增设
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
院，加强重点领域行政执法，积极开展仲
裁调解等社会治理。国家知识产权局有
关调查表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
意度已经由 2012 年的 63.69 分提升到
2016 年的 72.38 分，保护成效得到了国
内外普遍认可，也吸引了各国创新主体

积极申请中国专利。以美国为例，2017
年，美国获得23679件中国专利授权，在
各国排名第二，美国高通公司则成为
2017 年获得中国专利权最多的外国企
业。说中国没有很好地保护美国企业知
识产权，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2008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不断加
大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快速提
升。2016 年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年发
明专利申请受理量突破 100 万件的国
家，也是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国内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 100 万件的国
家，中国对外知识产权许可收益已经超
过 40 亿美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
的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已经成为排在
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国际专利申请国。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称，中国已
经从主要的技术使用者转变为技术生产
者。正如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言，中
国的创新成就一不靠偷，二不靠抢，是国
人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知识产权制度的目标是有效保护创
新成果，维持市场秩序，实现公平竞争，同
时也要推动技术转让和传播，使创新成果
的福祉为人类所共享。世界贸易组织有
关协议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
施应有助于促进技术革新及技术转让和
传播，有助于技术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

的相互利益，并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及
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遵守相关协议的
前提下，“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知识产权
权利持有人滥用知识产权或采取不合理
地限制贸易或对国际技术转让造成不利
影响的做法”是各方公认的权力。显而易
见，美国公布的所谓“限制知识产权许可”
等理由是难以立足的。各方应坚守知识
产权制度促进创新发展和技术依法转让、
传播的宗旨，而不应只强调权利保护避而
不谈相关义务，或只强调自身利益而把多
边协议的相关原则抛诸脑后。知识产权
应是世界各国之间创新合作的桥梁，而不
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更不能拿来
用作遏制他国发展的武器。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2017年年会开幕式时强调，要在开放中
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要坚定
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
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
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未来，中国将继续
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搭建和
各方合作创造、运用知识产权的桥梁，为
国际国内各类创新主体在中国创新创业
创造良好营商条件。针对美国所谓“301
调查”，商务部已经代表我国政府多次明
确表明立场。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但
绝不怕贸易战，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国有
信心、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

新华社联合国 4 月 5 日电
（记者马建国） 针对中美贸

易摩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
日指出，保护主义不是解决问题
的答案，他同时表示支持全球化
和多边贸易机制。

古特雷斯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
方案，而全球性解决方案只能通过
多边框架来实施。”他表示，多边
贸易体制至关重要，世界贸易组织
居于这一体制的中心。

“我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
者，”古特雷斯说，“我是自由贸易
的坚定信仰者。”他具体指出，全
球化带来巨大裨益，如经济和贸易
增长、贫困减少、人均寿命延长以
及中等收入家庭增多等；但与此同
时也出现了不公平和不均衡等问
题。他强调，面对全球化中存在的
问题，各方需要的不是排斥全球
化，而是对其加以改进。

他表示，贸易争端对相关方面
都有害，也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任何摩擦都
应该通过对话解决。

古特雷斯即将前往中国出席博
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他告诉
记者，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取得的
成就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成功
践行者，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
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有观点认为
中国市场开放程度不及预期，未切实履
行加入世贸组织有关的承诺，才会导致
美国拟依据“301 调查”对华发动贸易
战。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
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在接受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十多年来，认真遵守了各项承诺，对
WTO 规则的遵守已经成为工作的重要
部分，融入到了日常事务之中。

记者：我方近期反复强调一贯尊重世
贸组织规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在
这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会采取哪些措施
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屠新泉：首先，中国认真履行了入世
的承诺。中国入世十多年来，对WTO规
则的遵守已经成为工作的重要部分，融
入了日常事务之中。现在我们各方面政
策的出台，都非常注意是否符合WTO规
则。商务部专门成立审议制度，要求各
个部门和地方制定的与WTO相关的政
策要提交到商务部门进行审议，进行合
规性审查。坦率地讲，即便是WTO成员
之中，像中国这样重视合规性的也是很

少见的。这也表明中国对WTO规则的
遵守，很重视WTO合规性问题，所以才
制定了这个制度。

当然，具体政策执行中，一些地方和
部门因为不了解WTO规则，多多少少可
能也存在不完全符合WTO规则的情况，
这个我们也不否认。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他成员可以向WTO提起申诉，我们可
以开展磋商，如果双方不能磋商，我们可
以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机制下
如果不能和解，就去争端解决机构，中国
遵守最终的裁决，这体现了对WTO规则
的尊重。

除了履行加入承诺以外，中方还根
据《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的结果，进
一步降低了201项信息技术产品的进口
关税。为进一步开放市场，近年来，中方
还主动降低了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

记者：我方一直强调美方依据“301
调查”拟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公然违反其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义务，该如何理解这
种说法？

屠新泉：首先，WTO 规则明确禁止
成员根据自己的审查和判断，来认定对
方违反了WTO规则，对对方采取单方面
的贸易限制措施，这是WTO成员之间解
决争端的基本指导原则。其次，WTO规
则中有“最惠国待遇”原则，应该对所有

的成员一视同仁。单独针对中国提高关
税，这就是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
这样看，美方依据“301 调查”拟对中国
加征关税的行为，既违反了“最惠国待
遇”原则，也违反了WTO争端解决的基
本原则。

记者：4 月 4 日，中方宣布对原产于
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中国
紧接着就美国对华“301调查”“232措施”
正式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既然
已经对美方的行动作出针锋相对的回
应，为什么还要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程序，这是从什么角度来考虑的，这一程
序的运作机制和内容将是怎样的？

屠新泉：中国一直希望和美国在
WTO 框架下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但是美国对中方的呼吁置
若罔闻，仍然一意孤行地依据其国内法
单方面地限制中国产品对美出口，一旦
实施将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因此
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对等措施。

同时，中国认为美国的做法严重且明
显地违反WTO规则，是对中国的歧视性
措施，我们希望WTO能够对美国的相关
措施做出公正裁决，并敦促美国政府遵守
国际规则和条约义务，放弃针对中国的贸
易制裁威胁，回归到WTO框架，通过磋
商来解决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问题。

记者：美国日前还就知识产权有关
问题，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向
我提出磋商请求，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方态度如何？

屠新泉：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在引进
外国技术时会有一些监管部门的审查，
比如外国技术是不是符合相关标准，然
后才能在中国落地。美国指责中国对外
国技术提出的要求高于对中国技术提出
的要求，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

对此我的理解是，一方面国民待遇是
进入国境以后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外国技
术在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政府是有权进行
相关审查的。另一方面外国技术在进入
中国之前，中方监管部门对这些技术不熟
悉不了解，不像国内技术都是经过相关部
门审批考察的，所以对监管部门来说，审
查过程当然要更细致，以确保技术的安全
性，同时也要符合相关的生产要求。

中方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表态，认
为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
护，采取了众多强有力的措施保护国内
外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取得的成绩
有目共睹。中方一贯尊重世贸组织规
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方对美方就
此提出磋商请求表示遗憾。接下来中美
双方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进行
妥善处理。

商务部召开中外媒体吹风会，回应美或再对华出口商品征税：

中方已拟定十分具体的反制措施
中美双方未就经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知识产权不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
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司长 张志成

中 国 认 真 履 行 了 入 世 承 诺
——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

本报记者 冯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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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4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
布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研究是否对中
国1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对
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
员梅新育表示，此举很具特朗普的风格，就
目前情况看，“虚张声势”的成分比较大。

“特朗普现在手里并没有一个大体成

型的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他的这种做法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此前的报复清
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美国在贸易战中要

‘找回场子’的心理。”梅新育说，发这样一
个声明对特朗普而言并没有什么成本，他
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对从中国进口
的额外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是否
合适”，这个表态与3月22日签署备忘录
时的态度很不一样。这次的表述比较含
糊，“研究可能性”表明手头并没有成型的
清单，很可能是在“吓唬人”“造声势”。

特朗普3月22日签署备忘录之后市
场反应比较激烈，美国的商务部长、贸易
谈判代表和白宫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番

“安抚”。梅新育分析，这一方面是为了平
复美国国内市场参与者的情绪和心理预
期，另一方面也是在有意操纵中方市场
参与者的情绪和心理预期，以利于增强
日后打击行为的效果。“先安抚后公布清
单，企图最大限度地打击中国市场参与
者的情绪，制造恐慌气氛，以增强美国在
谈判中的心理优势，这是一种策略。”梅

新育表示，事实上，中方已多次强调，我
们不想打，但也绝不怕打贸易战。中方已
经做好充分的准备。

梅新育表示，中美贸易规模巨大，一
旦贸易战打响，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奉
陪到底。如果公布具体清单实际加征关
税，中国也会依法对美产品采取同等力
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贸易战既然是
战争，正确的做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
的”，中国将会选择最有效、创伤力最大
的方式来打。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

我们不想打，但绝不怕打贸易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明阳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复活节后的第一个
星期，澳大利亚股市从大跌到反弹，周五收盘基本持平，但
在表面平静下，市场却充满了忧虑，因为担心中美贸易摩擦
可能加剧，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澳大利亚股市出现剧烈波
动，市场紧张气氛可见一斑。

从市场表现看，S&P/ASX 200 指数收跌 0.1 点报
5788.7点，以基本平盘终结了过去3周的跌势。举足轻重
的矿业股和能源股超跌反弹，把股指从5个月来的最低点
拉回来，稍稍稳定了大盘。

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认为，中美两
个大国打贸易战，将导致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严
重的话将危及全球贸易，届时澳大利亚每年将有 10 万个
工作岗位流失并严重影响澳人家庭收入。从受影响行业
看，澳制造业、商品、矿业和能源行业都将重挫。澳大利
亚经济严重依赖世界自由贸易，澳政府因此呼吁各方通
过谈判解决争端，避免全球贸易受阻的风险。

澳“生产力委员会”报告认为

中 美 贸 易 战 将 导 致
国 民 生 活 水 平 下 降

担心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日本出口企业股价明显下跌

据新华社纽约4月5日电 （记者杨士龙） 美国中美
研究中心知名学者苏拉布·古普塔5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华“301调查”报告在
知识产权等领域指责中国，此举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纯
属“欲加之罪”。

古普塔表示，近年来，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中国
的指责甚嚣尘上。但这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中国在
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政策做法究竟是否违背了国际法责
任，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定》。

古普塔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都发布有关
全球知识产权问题的“特别 301 调查”报告，“深入广
泛地关注”中国。

他认为，如果中国明显违反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
法，该办公室一定会把中国诉到世贸组织，但过去 12
年中，美国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起诉讼 22 次，没有一
次涉及知识产权，因为“美国从未能充分证明中国违
反了世贸组织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

古普塔指出，美方强调只遵守自己已签署的世贸组织
条约及其涉及的权利和责任，“一点都不能多”。那么，在
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应该推己及人，“中国也没有义务承
担世贸组织相关规定之外的责任和义务”。

古 普 塔 认 为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美 国 仍 选 择 以
“301 调查”为依据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这
种单方面做法“鲁莽而不智”，也是对相关国际法律
与规则“严重不敬”。

美对华301调查

法律事实依据受到质疑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6日东京股市受特朗
普贸易政策影响出现下跌。日经平均指数收盘时比上一个
交易日下跌 0.36%，收于 21567.52 点，东证股价指数也
下跌0.31%，时隔2天双双再次下跌。东京证券市场65%
的股票出现下跌，特别是半导体、机械制造等出口企业股
价下跌明显。

在特朗普宣布研究对华追加 1000 亿美元关税后，
日本经济界更加担心美中贸易摩擦对国际贸易的影
响。多位证券公司分析均称需要持续关注特朗普政权
的下一步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