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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美国出尔反尔，频频挥舞关税大棒，对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关税，又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交
易，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对此，国际舆论认为，美方行径只
会让美国经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成为牺牲品。美国的霸凌行
为不会得到其想要的效果，中国有足够的实力予以应对。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向东盟内机构投资者发布评测报告
称，美方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升级贸易战将导致全球贸易
环境复杂性加剧。从中长期看，将损害美国自身经济发展。

第一，美国国民实际购买力水平下降。以大豆为代表的
农业部门、涉及贸易服务的中间部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中
的美资等，将最先成为中方反制措施的受损者。加税对中国
的影响主要在供给侧，但对美国的影响体现为需求侧，尤其
是消费者利益。随后，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空间将由此收
窄，美国劳动力市场将释放从紧信号。

第二，中方若推出“非关税壁垒”报复措施，对美国中长
期经济表现冲击更大。根据现有模型测算，最严重的情况
是，全年美国实际经济增速下滑 1.8%、失业率升至 5%。

第三，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交易环境因加税会产生“多米诺
骨牌效应”，各方战略误判、交替出错、零和博弈的风险快速推高。
例如，美欧、美日间汽车贸易已出现受到波及的迹象。又如，今年
亚洲经济增速整体预计下滑1.2%。贸易战导致的全球商业秩序
紊乱和对市场环境的破坏，最终将造成特朗普政府得不偿失。上
述因素将逐步发酵为美国经济中长期内的“衰退因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研究指出，关税下调提升了国际分
工的范围和专业化程度，推动了更多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全面
提高了生产力；关税增加则会导致生产力、国民收入和社会福利
下降。投资机构高盛集团研究显示，美国此番对2000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核心通胀率上升0.2个百分
点，如果对剩余3000多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核
心通胀率将上升0.5个百分点。

东盟副秘书长穆赫坦表示，东盟方面自 2018 年 9 月份开
始，已将中美经贸摩擦作为对美经贸交往的一大变量。东盟方
面的基本判断是，中美经贸摩擦是长期的，其外溢效应对东盟既
是危机，更有机遇。

穆赫坦认为，印尼、越南、泰国等东盟主要经济体要加快经
济结构转型、改善营商环境，积极拓展与中国的合作。东盟对与
中国的合作抱有很大期待，因为双方扩大经贸合作的现实基础
很好，潜力巨大。

韩国每日经济报道认为，在中国的反制措施中，提及最多的
便是对美国产品也提高关税，但中国还有一个更有效的武器，即
减少对美国大豆进口。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出口市场，美国豆
农在中美经贸摩擦中遭受了很大损失。美国大豆协会曾在此轮
中美贸易谈判之前，通过发表声明方式批判了特朗普对华提高
关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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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有足够实力应对美国霸凌
本报记者 田 原 白云飞

本报北京5月16日讯 记者冯其
予报道：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6 日
表示，中方不掌握美方来华磋商计划，
美方单方面不断升级贸易摩擦，使中美
经贸磋商严重受挫。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5 月 13 日 ，美 方 宣 布 启 动 对 约
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
程序。对此，高峰说，美方霸凌主义、极
限施压的做法违背多边贸易规则，中方
对此坚决反对。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
方将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应。

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日前表示计划
近期赴中国进行经贸磋商，高峰说，中
方不掌握美方来华磋商的计划。

“在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中，双方进行了坦诚的、建设性的交
流。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美方单方面
不断升级贸易摩擦，使中美经贸磋商严

重受挫。”高峰说。
他还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有关部

门在公告中宣布，对5月10日零点前离
开中国、6 月 1 日前进入美国的货物仍
使用10％加征关税税率。

“这并不能改变美方对中国输美产
品新的加征关税措施已经于5月10日
实施的事实。”高峰说，中方一贯反对单
边关税措施。美方提高关税只会给磋
商带来更大困难。我们敦促美方及早
取消错误做法，避免对中美两国企业和
消费者造成更大的损失，对世界经济造
成衰退性影响。

“中方始终认为，不断加征关税的
做法无益于经贸问题解决。”高峰表示，
中方不愿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
战，对于美方加征关税的错误做法，中
方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对于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可能带
来的影响，高峰表示：“就中国经济

而言，影响完全可控。”他说，中央出
台的“六稳”措施取得显著成效，目
前国内消费品价格稳定。中国宏观
政策还有充分空间，政策工具很多，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任何困难和
挑战。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记者于
佳欣） 针对美国日前发布针对华为等
公司的限制交易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 16 日表示，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
全概念和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将坚决维
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利。

5月15日，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
为由，将华为公司及其 70 家附属公司
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此前，13
日，美国商务部将部分中国实体列入美
国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

高峰表示，中方一贯要求中国企业
认真严格执行国家出口管制相关法律
法规，履行出口管制国际义务，在海外

经营过程中，遵守相关国家的法律政
策，合法合规开展经营。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根据自己
的国内法对中国实体实施单边制裁，也
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
措施。”高峰说，中方敦促美方停止错误
做法，为两国企业开展正常的贸易与合
作创造条件，避免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
进一步冲击。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
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利。”高峰说。

此外，美方近日签署行政令，禁止
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
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高峰表示，
中方多次强调，“国家安全”概念不
应该被滥用，不应该成为推行贸易保
护主义的工具。希望有关国家尊重
市场规则，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
国企业创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
环境。

美方称期待来华继续磋商，外交部回应：

有 诚 意 才 有 意 义

中美经贸谈判未果，美国有些人士
将责任“甩锅”给中方。商务部原副部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常务
副主任魏建国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事实与此恰恰完全相反，是美国
的三个“没想到”搞砸了中美经贸谈判。

魏建国认为，纵观中美经贸谈判总
体进程，美方有三个“没想到”。

一是美方在谈判中对中方捍卫国
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意志和决心
没有想到。美方使出了极限施压的“谈
判艺术”，对中方进行全方位的攻击，但
都没有奏效。

作为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参加
过多次重要的国际谈判，既有双边谈
判，也有多边谈判。他认为，一个成功的
协议，必须是要使双方都能够基本满
意。为此，谈判双方彼此都要做一些妥
协和让步。如果谈判协议仅仅让一方满
意，而另一方的关切和利益没有得到照
顾，那么这个协议执行起来也是不会长
久的，甚至会被推翻的。国际经贸历史
已多次证实了这一点。更何况，美方在
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涉及中方的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是中方的底线，中方是

无法做出让步的。
“美方在谈判中指责中方收回部分

承诺，言下之意是中方在磋商中立场倒
退，这完全是倒打一耙。”魏建国连用三
个反问驳斥美方，“请问美方，中方在谈
判中承诺了什么？我们又如何背信弃
义？我们又推翻了什么？相反，前几轮谈
判，恰恰是美方不守信用、背信弃义、说
话不算数，最后一刻蛮横推翻。”中方代
表团在最后时刻坚守底线，捍卫国家立
场，维护民族利益，表达了中国的立场
和决心，这是美方没有想到的。

二是美方对中方的抗打击能力如
此之强没有想到。美方误以为，通过对
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关税，并威胁再对约 3000 亿美元商品
加征关税，以这种反复打击、连续打击，
可以将中方打得晕头转向。但美方没有
考虑到，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有着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怕任何狂风暴
雨。中国经济的韧性如此之大、抗打击
能力如此之强超出了美方的意料。中方
谈判的底气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
展，来自于对经贸谈判的诚意。

三是美方对加征关税给美国民众利
益造成的损害之大没有想到。美方宣布
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后，美国国内
的消费者、进口商反应强烈，特别是农产
品商、普通百姓生活利益受损严重。美方
错误地认为，打贸易战是灵丹妙药，以为

打贸易战简单、容易赢。一年多来的事实
证明，美国对中国用打贸易战的办法是
行不通的。这也表明，特朗普的贸易团队
误导了美国的对外贸易决策。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
个经济体，合作是唯一出路。魏建国说，
当前一段时期，是中美关系的艰难时
段，“打压”多于合作，但不能简单地就
此认为中美关系从此跌入冰点，下一步
会出现中美对峙。中美经贸谈判未果是

“小曲折，不要看大”。他说，中美经贸摩
擦，虽引起全球广泛关注，但大国间的
贸易摩擦是常态。对此，要做好心理准
备、思想准备乃至工作准备。

魏建国表示，应对中美经贸摩擦，重
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正在
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加
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力改善营商环
境。中国还有很多政策工具，在必要时
要采取反制措施，“让美方感到中国不
仅有抗打击能力，而且有反击能力，以此
警示美方的误判，回应全球的期望”。

美国的三个“没想到”搞砸了经贸谈判
——访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常务副主任魏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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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来 就 没 有 什 么 救 世 主
——“美国重建中国论”可以休矣

钟 声

在谈判中，美方对中方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意志

和决心没有想到；对中方的抗打击能力如此之强没有想到；对加征

关税给美国民众利益造成的损害之大没有想到。应对中美经贸摩

擦，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中国快速发展的成就，已成为我们
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历史景观，国际舆
论也公认这是“中国奇迹”。也正因为
如此，有人要下山摘桃子了，美国一些
人就大言不惭地声称“在过去25年里我
们重建了中国”，这种论调不仅毫无常
识，而且格外离谱。这些论调出自一些
美国高官嘴中，让人们对他们的常识水
平产生了严重怀疑。无知是一回事，有
知装无知就可怕了。

根据一些美国人的这种论调，中国
通过操纵汇率“导致了中美贸易不平
衡”，美中贸易逆差等同于“美国送给中
国的财富”，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
由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所推动的”。这种
论调把中国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取得
的成就一股脑算到美国头上，不仅严重
背离事实，逻辑上更是荒唐至极，让世
人大小牙齿都笑掉了！

“美国重建中国论”暴露了一些美
国人的傲慢无知和扭曲心态，是美国一
些人根深蒂固的“救世主心态”的反
映。自“美国重建中国论”出笼以来，在
美国国内就没多少拥趸，在国际上得来
的也只是嘲讽。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由中美两国比

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美国经
济学家对此早有公论。中国对外贸易一
向遵循市场规律，做的是公平买卖。把
中美贸易顺差说成是“重建中国”的论
据，逻辑上更是说不通。耶鲁大学高级
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
芬·罗奇指出，美国对全球102个国家的
商品存在贸易逆差。按照这种逻辑，美
国“重建”的国家岂不是占了全世界的大
多数？这样自我感觉良好的“救世主心
态”，恐怕只有昏了头的人才说得出来。

中美双边贸易也绝非美国向中国
输送财富的“单行道”。再说美国有逆
差并不是给中国白送钱，而是得到了真
金白银、物美价廉的商品。美国的商人
会白送钱给中国吗？恐怕永远都不要
抱这种期待。德意志银行等第三方发
布的研究报告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实
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得了比中国
更多的商业净利益。中美经贸合作本
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吃亏做买卖的事
没人愿意干，长于谋取利益、顽固坚持

“美国优先”的美国人更不愿意干。
没有人否认美国投资对中国经济

发展的积极作用，但要因此说它是中国
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根本原因，

则是让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自
1987年我国有外资统计以来，中国累计
实际利用外资2万多亿美元，其中美国
对 华 投 资 800 多 亿 美 元 ，仅 占 到
4.06％。800 亿美元就想“重建中国”，
只能是一种天方夜谭！再有想象力的
人也无法想象美国人是如何得出这一
结论的！照此逻辑，美国在华投资和服
务贸易所得一年就几千亿美元，是不是
中国重建了美国？！

事实上，“重建中国论”出笼后，美
国著名的“政治真相”网站做了“事实核
查”，结论是该说法是对美中经贸关系

“过于简单化”的描述。美国卡托研究
所专家斯科特·林西科姆认为，这种说
法仅仅反映了一个非常微小的细节，同
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进行贸易，是
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改
革才是其中的决定因素”。

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都要靠自
己。中国人明白，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
几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不可能指望别
人的施舍和恩赐来发展。世界上恐怕也
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能力和实力来“重
建中国”，这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懂
得的道理。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中

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推进改
革开放，靠艰苦奋斗、顽强奋斗干出来
的。“掠人之美以自耀”，是不道德的。

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敞
开大门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合作。在发
展自己的同时，中国不断加大开放的市
场，不断增加的对外投资，也为包括美国
在内的世界各国创造了更多机遇。耶鲁
大学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对
美国政府债务和公司投资的融资，美国
将无法维持房地产、国防及商业领域多
年来的增长，“在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化
世界，很难说谁在重建谁。”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想当这个
世界救世主的人，多是图一时口舌之快，
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不过，世界上总
有一些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想以救世
主自居，结果都会落得一场自编自导的
荒诞剧，让世人掩口而笑。与其开口暴
露无知，不如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的无
端指责，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多做有利于
中美经贸关系正常稳定发展的事。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记者侯
晓晨） 针对美方称期待近期来华继续
进行经贸磋商，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6
日表示，中方一直认为通过对话解决问
题才是正道。但在谈判磋商中，必须讲
原则、守信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

国财长姆努钦 15 日表示，美中双方在
第十一轮高级别经贸磋商中进行了建
设性会谈，他和莱特希泽贸易代表期待
在不远的未来前往北京继续磋商。请
问中方是否已向美方发出了邀请？

陆慷说，在国际事务中，中方从来
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对中

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方也一
直认为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此前中美经贸磋商过程中，即使由于
美方背离了谈判应有的准则而使磋
商遇到困难时，中方还是尽可能显示
了建设性的态度。国际社会对此有目
共睹。

“但我必须强调的是，谈判磋商要
有意义，就必须有诚意。”陆慷说，“从美
方此前谈判中的表现看，我们必须强调
两点：一是必须讲原则，就是必须相互
尊重、平等互利。二是必须守信用，就
是必须言行一致，不得翻手为云、覆手
为雨。”

商务部：

美单方面升级贸易摩擦让磋商严重受挫
回应美限制华为，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中方将坚决维护企业合法权利

在宣布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
品加征的关税从 10%上调至 25%后，美
方13日又启动了对约3000亿美元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有一些人被
美国气势汹汹、极限施压的模样唬住，对
中美经贸摩擦可能带来的损失不乏夸大
其词。显然，美国的极限施压会给我们
的发展带来不小的麻烦、挑战和困难，但
越到紧要关头，越要有强大的定力和韧
劲，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披荆斩棘、乘
风破浪。

仁者无畏。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盲目
自大的态度是不对的，而害怕困难畏惧不前
的态度则更加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我们正确的态度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还记得上世
纪有一段时间，我国曾面临严峻的国内外
发展环境：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面临
严重困难，国外则面对着反华浊浪。然
而，就在这样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我们仍
然敢于提出“不怕鬼”、不信邪、不怕压，中
国人民愈加激发了无穷的凝聚力和爆发
力，一个个艰难险阻迎刃而解。

进入新时代，我们更有十足的底气、
志气和韧劲应对一切困难。这场由美国
发动的中美经贸摩擦，虽然会给我们的发
展带来挑战和困难，但无论从世界形势，
我国的综合国力以及美国自身情况来看，
都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在当年那种极
端情况下，我们尚且能够踏平坎坷成大
道，如今有着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丰硕建
设成果，有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庞大体
量，在国力更强、回旋余地更大的情况下，
更应当理性冷静应对，没有理由畏缩不前。

公道自在人心。从世界经济形势看，
美国挑起的这场面向全球的贸易战不得人
心。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行为是对自由
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的破坏，正在严
重危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阻碍全
球经济复苏步伐，引发全球市场动荡，还将波及全球更多无辜的跨国
公司、一般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中国对这种贸易霸凌主义的反对，能
够得到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

时间将有力证明中国发展的巨大韧性和潜力。从中国的综
合国力来看，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支撑经济
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
态势没有变。随着城乡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将释放更为巨大
的国内市场，这不仅能缓解我国短期经济下行压力，而且会释放
中长期增长的巨大潜力。

美国的霸凌主义终将会自吞苦果。从美国的实际情况看，
挑起贸易战的底气看似汹汹，实则有一堆软肋和难以化解的难
题。美国经济持续温和复苏的情况固然存在，但同时，美国金融
危机的病根依然存在，资本市场资产泡沫的现象也日渐凸显。
有分析指出，美国的实体经济部门持有了过多的金融资产和房
地产，金融脆弱性增强，经济前景不确定性正进一步增强。

记得毛泽东同志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的书上写了这样一
句话：“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
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
春暖花开了吗？”从来没有救世主。中国人民只要把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里，着力办好自己的事，就一定会战胜各种艰难险
阻，不断取得新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