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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
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4 日
说，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想打、不愿打，
但也绝不怕打。奉劝美方早日认清形
势，回归正轨，同中方相向而行，争取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个互利双
赢的协议。

有记者问：连日来，美方多次威胁
将对价值约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
品加征关税，又称将于6月17 日就此
举行听证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一再表示，加征关税解决不
了任何问题，发起贸易战只会损人害
己。”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对于贸
易战，中国不想打、不愿打，但也绝不
怕打。如果有人打到家门口，我们必
然会奉陪到底。”

耿爽说，中方从来不会屈从于任
何外部压力，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捍卫
自身合法正当权益。

他回顾了去年以来中方对美方有
关言行的反应：

——去年4月，美方首次宣布对中

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中方在第一时间
作出强有力的回应。此后，美方又不断
发出新的威胁，几次正式实施加征关税
措施，中方都立即予以坚决反制。

——上周，美方威胁要将对中国
2000 亿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税率由
10％上调至25％，引起国际社会一片
哗然和金融市场剧烈反应。当时中方
说，美方的这种威胁已经不是第一次
了，中方的立场态度十分明确，美方也
很清楚。同时，我们还呼吁美方改弦
更张，与中方相向而行，争取达成互利
双赢的协议。对中方的这种冷静淡定
和建设性姿态，国际社会普遍给予高
度赞赏。

——此后，中方团队依然赴美磋
商，以负责任的举动展现出推动解决
分歧的最大诚意。但美方有些人似乎
对形势产生了误判，低估了中方捍卫
自身权益的决心和意志，继续混淆视
听，一味漫天要价。对此中方当然要
明确拒绝，坚决反对。

——5 月 10 日，美方正式宣布对

20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 25％关
税。13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宣布中方的相关举措。这体现了中
方捍卫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合法
权益的决心和意志。

“对于美方的反复无常和极限施
压，中方始终保持冷静和淡定。”耿爽说，

“我们奉劝美方看一看国际社会的反应，
听一听各界人士的呼声，算一算自身利
益的得失，早日认清形势，回归正轨，同
中方相向而行，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
上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
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4日驳
斥美方有关中美经贸磋商言论说，立
场倒退、违背承诺的帽子绝对扣不到
中方头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称，在中美
两国经贸磋商已完成95％的情况下，中
方却收回了部分承诺。有评论称，美方
言下之意是中方立场倒退，导致磋商出
现了挫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磋商本身是讨论的过程，
在讨论过程中，双方存在分歧、有不同
意见完全正常。正因为存在分歧，所
以才要继续磋商。在磋商尚未结束、
协议尚未达成的情况下，何来违背承
诺之说？

“纵观十一轮中美经贸磋商，究竟
是谁在出尔反尔，谁在反复无常，大家
查一查过往的新闻就会看得清清楚
楚。”耿爽说，去年5月，中美双方就经
贸问题达成共识，在华盛顿发表联合
声明。但几天之后，美方就违背了双
方共识。去年12月，中美双方就中方
对美贸易采购数字达成共识，但美方
却在此后的磋商中肆意抬高要价。“所
以，立场倒退、违背承诺的帽子绝对扣
不到中方头上。”

耿爽表示，达成协议需要双方共
同努力。中方一贯重信守诺，在磋商
中展现出了最大的诚意和善意。希望
美方能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诚信守诺的基础上，争取达
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外交部谈中美经贸磋商：

中方不会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希望美方早日认清形势
立场倒退、违背承诺的帽子绝对扣不到中方头上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3 日
电 （记者高攀 邓仙来） 美
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消费技术
协会、服装鞋袜业联合会、大豆
协会等多家行业协会13日发表
声明，反对美国政府当天公布拟
对价值约 3000 亿美元的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清单，并敦促
美中经贸谈判尽快回到正常
轨道。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会
长马修·谢伊在声明中说，最新
的关税升级对美国经济来说是

“太大的赌博”，将危害美国就业
并增加消费者成本。该协会敦
促美中经贸谈判尽快回到正常
轨道，“全面贸易战将导致双输，
全球经济也会遭殃”。

该协会引用美国世界贸易
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对剩
余全部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
关税和相应的中国对美反制措
施将危及 200 多万个美国就业
岗位，令普通的美国四口之家每
年损失 2300 美元，并导致美国
国内生产总值减少1％。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主席加
里·夏皮罗在声明中说，美国政
府已正式提议对美国消费者最
喜爱的技术产品征收“消费税
或关税”，包括智能手机、笔记
本电脑、电视、无线耳机、智能
扬声器等，这将令美国“极度糟
糕”。

夏皮罗指出，正如白宫国家

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所说，关
税是对美国人的加税，不是中
国，以这种在法律上“有疑问的”
方式提高关税会伤害美国家庭、
工人和企业。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亚
洲政策高级主任娜奥米·威尔逊
表示，美国政府加征的关税已伤
害消费者、扰乱美国制造商和企
业的供应链、造成经济不确定
性，贸易争端升级将令美中两国
离达成和解更远。

美国服装鞋袜业联合会会
长里克·黑尔芬拜因说，当美国
政府不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时，

“它显然忙于对美国消费者加
税”。这将导致物价更高、销量
更低和就业损失，这种“自伤”行
为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影
响”。

美国大豆协会会长戴维·斯
蒂芬斯说，美中两国仍未达成贸
易协议，这对美国大豆种植户意
味着失去了“有价值的市场、稳
定的价格、支持我们家庭和社区
的机会”。

斯蒂芬斯表示，考虑到大豆
价格低迷和今年 9 月收获期前
大豆未售库存翻番的预期，美国
豆农不愿意在“无休止的关税
战”中继续受到伤害。他指出，
美国豆农花了40多年时间培育
中国大豆市场，随着贸易对抗继
续，要恢复中国市场份额将变得
愈加困难。

美国多家行业协会反对

美 政 府 对 华 加 征 关 税

在长达一年多的中美经贸磋商中，知识
产权一直是磋商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本来没
什么奇怪的，但让中国人不能忍的是，美国为
了达到自己的单方诉求，不断地编造各种谎
言和谬论，诬蔑中国为知识产权小偷！美国
司法部副助理部长希基甚至在上个月的一次
讲话中称，《中国制造 2025》是一份“盗窃路
线图”。

对此，我们必须强烈抗议，中国不背这口
黑锅。

为啥说这是一口大黑锅呢？
黑锅标志之一：数据纯属胡诌。
比如，去年4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推特上发文称，美国在中美贸易中一年有
3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成果被盗窃。

这个数字有正经依据吗？没有。但这一
数据后来成为许多美国媒体讨论中美贸易战
的预设前提。

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就曾撰文表示，美国媒
体对他的采访通常以错误的前提和一个具有
欺骗性的提问开始：“大家都知道中国每年窃
取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美国知识产权。美国难
道不该马上直面它的最大经济威胁吗？”

斯蒂芬·罗奇在《中国真的在作弊吗？》一
文中明确指出：关于中国涉嫌从美国窃取知
识产权一事，“大家都知道”的全部情况都来
自不可靠的模型所提供的不足为信的证据。

黑锅标志之二：自愿说成被迫。
平等自愿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如果

双方你情我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叫正常
买卖。

但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等美方机构为
了证明美国对中国发动关税战的合理性，不
惜违背商业常识，抛出“美国公司在中国大陆
建立合资企业时被迫转让技术”的观点，将自
愿的商业合作硬派成被迫的技术转让。

合资企业建立在双方自愿签订的契约基
础上，合作伙伴彼此共享人才、战略、技术是
正常的商业举动。把这种行为硬说成“强
迫”，简直是无理取闹！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依据，只是一个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进行的委托调查，结果显示19%的受访者称其曾经被迫向中国合作
伙伴转让技术。但是，重点来了，在这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所做的
一项最新调查中，99%的受访者认为过去一年知识产权保护情况没
有恶化。

同一家机构，差不多时段的调查结果，竟有如此巨大的矛盾，这
个调查数据能使人信服吗？

黑锅标志之三：无视中国物主。
小偷是相对物主来说的。在美国官方和媒体的各种说法中，似

乎只有美国企业是知识产权物主，而中国企业全是小偷。
事实如何呢？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8年底发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国内

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的申请量都位列全球第
一，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申请领域无可争议的领跑者。2017
年，中国占到全球专利申请量的44%，中国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是美
国的两倍。如果仅从专利申请数量看，中国不仅是知识产权的物主，
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物主。

很难想象，最大的知识产权物主，能够被指责为小偷。然而美国
就喜欢把这个明显的谬论不断重复。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飞速增长。比
如，2017年，中国公司在专利问题上相互之间的起诉，超过了世界上
其他所有国家。

这些年来，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积极主动。今年，商标
法和专利法的修改都将提高知识产权的侵权赔偿额度。中国的知识
产权保护，如发明专利审查周期、商标平均注册审查周期等，都正在
对标国际最高效率进行“放管服”改革。

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国正在加速前行；世界创新舞台上，中国
正在快速崛起。谎言和谬论，永远不会因为被一再重复就成为真
理！打压，我们不怕！黑锅我们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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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25％关税，此举单方面激
化了中美经贸摩擦。中国社科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
政府一意孤行，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25％关税后，又企图对另
外的 3000 多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25％的关税，这将是“伤害美国自
己的‘七伤拳’”。

针对美国官员所谓的“过去一年
加征关税有效维护了美国利益”的说
法，高凌云表示，美国向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关税，税单不会寄往中国的消费
者，也不会寄给中国的生产或出口企
业，更不会寄往中国政府。按美国的
海关税则，需要在一定期限内缴清关
税税额的，是美国进口商或代理商。

那么，美国的进口商会支付吗？高
凌云分析认为，短期内美国进口商有两
个选择，第一是通过削减其他方面的成
本，或者接受利润率下降，支付全部费
用；第二则是向中国出口商要求折扣，
以便他们部分冲抵额外加征的关税。

而折扣的大小，一般取决于商品的供
需弹性和出口商相对于进口商的市场
地位。在具有一定的垄断力、产品的
需求弹性又不大的情况下，中国出口
商降价的幅度会非常小，承受的转嫁
关税也会非常小。当然，不是所有的
中国出口商都具有市场垄断力，也不
是所有的商品需求弹性都比较小。

对中国出口商而言，现期的出口
是3个月或更长时间以前就签了合同
的，与之对应的投资，如购买原材料、
雇用劳动力等早已开始。在短期内，
这些都很难调整。而且，现找可以替
代美国的市场也很困难。因此面对突
如其来的关税，出口商往往处于比较
被动的地位，不得不接受进口商加大
降价幅度的要求。但从长期来看，中
国的出口商具有更加丰富的选择。比
如，在加征关税的新形势下，那些出口
美国不盈利的企业，将减少对美国的
出口、甚至退出美国市场，或者寻找其
他目标市场，或者选择其他地方投资
生产再出口美国。

中美经贸摩擦的发展过程也证明

了这一点。高凌云分析说，去年7月，
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开始大范围加征
关税，过了3个月，去年10月到12月，
中国的贸易条件确实是下降的，而美
国的贸易条件是上升的。这表明，短
期内，部分中国出口企业不得不降低
出口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出
口商调整生产和投资决策，形势发生
逆转，中国的贸易条件开始明显改善，
而美国的贸易条件则逐步恶化。

中国出口商不再承受额外的关税
了，美国的进口商咋办？此时，美国进
口商通常的处置方法是将增加的关税
作为成本，部分转嫁给购买进口商品
的美国企业或零售商。其结果是，一
方面，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竞争
力下降；另一方面，零售商为了维持利
润，又会将进口商转嫁来的部分额外
成本，通过提高商品价格的方式进一
步传导给消费者承担。对美国消费者
而言，要么支付的更多，要么购买的产
品更少，或者干脆放弃购买。美国近
期的CPI和PPI变动，非常清楚地显示
了这个趋势。

高凌云认为，美国政府的任性，最
终是以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出高价，进
而牺牲他们的福利为代价的。美国的
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比
如，前白宫经济顾问柯恩在5月7日接
受 NPR 采访时说：“如今收到的每一
分关税，都来自于美国消费者的可支
配收入。”纽约联储经济学家、普林斯
顿大学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合作
的研究也认为，美国的商业和消费者
在过去一整年“见证了商品价格的大
幅上涨”，美国关税的成本几乎完全转
嫁到了美国国内价格上，等于绝大部
分关税都落到了美国国内消费者和进
口商身上。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中美
经贸关系的本质。高凌云表示，希望美
国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中国合
理关切，相互尊重、权责共担，通过谈判
来解决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并共同为
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利益而努力。

美国加征关税“七伤拳”损人也害己
——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本报记者 徐惠喜

中美达成协议结束贸易战原本是
美股年初以来持续好转的心理基础，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今年都
获得了两位数涨幅。但行情在近期迎
来了大幅波动。

5月10日，美方正式宣布对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
13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
布中方的相关举措。这体现了中方捍
卫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

决心和意志。中美经贸摩擦的升级给
美国股市带来冲击波，美股遭遇黑色星
期一。道琼斯指数收盘下跌 617.38
点，至 25324.99 点，跌幅 2.4%；标普
500指数下跌69.53点，至2811.87点，
跌幅2.4%。这两个指数均创下1月3
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纳斯达克综合
指数下跌269.92点，至7647.02点，为
去年12月份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对美
国经济增长前景最为敏感的罗素2000

小型股指数下跌3.2%。
华盛顿邮报称，白宫一面对中国

发起贸易战，一面试图安抚投资者的
努力显示出失败迹象。华尔街日报
称，瑞银分析师估计，若美国对所有进
口中国商品征收 25%的关税，美国经
济增速可能被拉低0.75个至1个百分
点 ，股 市 可 能 出 现 两 位 数 跌 幅 。
Frost Investment Advisors 高级
基金经理兼研究分析师阿兰·阿德尔

曼称：“贸易方面出现的这种反复无常
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干扰。”

大宗商品价格和出口都已大幅下
滑，严重侵蚀了美国农民的收入。美
国全国农场主联合会会长罗杰·强生
表示，对家庭农场主和牧场主来说，中
国的反制措施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
他们正在疲于应付大宗商品价格下
降、生态灾难和长期供应过剩的不利
局面。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
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中美双
方都将（为加征关税）付出代价”。英
国广播公司（BBC）称，特朗普一直声
称加征关税后美国将获益，中国将受
损。但是，作为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库
德洛的相关表述等于承认了特朗普的
观点是错误的。

美国证券分析师认为：

反复无常给美国经济带来干扰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关晋勇

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举
行之际，美方宣布将对价值2000亿美
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
调至25％，使中美经贸磋商进程遭到
严重挫折。美方竟然还同步抛出一个

“加征关税有利论”来掩饰此举对美国
经济的严重冲击。殊不知，美国人民
不买这账，强烈反对加征关税的声音
首先从美国发出来。

“加征关税有利论”，究竟是一种
无知还是一种伪装？

从去年的“贸易战很好”，到如今不
断宣扬“中国正在向美国支付巨额关税
……这些巨额税款将直接交给美国财
政部”“关税将为我们的国家带来更多
财富，甚至超过传统类型的惊人交易。
此外，这更容易和更快速”“中国会大大
减速，我们会自动加速”……在美方一
些官员看来，加征的关税仿佛是天上掉
下来的馅饼，得来全不费工夫；加征关
税只会削弱对手，对自己毫发无损。有
人还不断借此制造假象，好像美国经济

正因加征关税而欣欣向荣。借用国际
媒体的评价，这不过是美方乐于“凭空
制造胜利”的又一案例。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研究
论文指出，2018年美国对其贸易伙伴
加征的关税以及对方国家对美国征收
的报复性关税，已使美国经济损失78
亿美元。关税造成美国消费者和生产
商每年需承担688亿美元的成本。美
国商务咨询机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
的研究报告显示，对价值2500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的关税，以及
对进口钢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将导致
美国每年减少93.4万个就业岗位。英
国《金融时报》日前的报道指出，美国
一意孤行要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更高
关税、而不是达成协议以结束美中贸
易战，令美国商界倍感失望。

美方“加征关税有利论”想象了这
样一种情境：加征关税就等于从中国口
袋中白拿钱，美国一些人坐收渔利。但
是，事实却是另一种情境：美国进口商和

零售商对关税的消化能力有限，关税增
加额度必然会体现在最终消费者的支
出环节。美国政府寄望于企业找到替
代进口来源，但不少美国企业主对此只
能耸耸肩、摊开双手：中国商品物美价
廉，只能从中国采购，提高的成本只能转
移到消费者身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
学家研究发现，加征关税使美国消费者
和进口商去年每月损失44亿美元，美国
收取的关税收入“不足以弥补购买进口
商品的消费者所承受的损失”。把美国
消费者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就声称天上
掉下来了绿花花的美钞，但美国消费者
的钱包瘪了，人们岂能买账？

在当今世界上，没有谁能够随心所
欲。美国要给别人强加关税，别人不可能
无动于衷，必然要进行反制。加征关税给
美国带来的痛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不少
农民正经历“艰难的经济时刻”。美国政
府去年宣布发放120亿美元农业补贴，但
与生产成本上涨和出口减少造成的损失

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我们熬不过去
了”，不少美国农民和企业主发出这样的
呼声。“10个月来，美国而不是中国，一直
在为贸易战承担全部代价。”代表美国150
多个零售、技术、制造业和农业贸易组织
的游说团体“关税伤害美国腹地”日前发
表声明指出，“提高关税只会惩罚美国的
农民、企业和消费者。”但是，美国的决策
者迄今仍然对这些呼声充耳不闻。

应当看到，大唱“加征关税有利
论”，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试图靠加
征关税或威胁提高关税来解决中美贸
易摩擦问题，完全是出错了牌，把宝押
在关税上最终必然导致空欢喜一场。
我们奉劝一句，美方如果有足够智慧
来保证自身利益的话，就应当选择与
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
的基础上，通过磋商解决问题。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不 要 陶 醉 于 自 欺 欺 人 的“ 胜 利 ”
——“加征关税有利论”可以休矣

钟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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