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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提出的对华贸易
“美国吃亏论”观点，海外多家媒
体刊发文章，用数据、事实证明

“美国吃亏论”根本站不住脚，是
在自欺欺人。美国挑起贸易争
端，并不能让美国从中得利，只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自中
美贸易争端加剧以来，全球贸易
增速大幅放缓。一系列经济指标
显示，长达一年多的中美贸易冲
突正在对全球经济造成越来越大
的影响。随着贸易紧张局势持
续，全球商业模式开始转变。

英国广播公司（BBC）援引多
家研究机构数据，证明美国经济
将受到中美贸易争端拖累。国际
贸易咨询顾问公司的研究称，关
税问题可能导致美国普通四口之

家每年多出 767 美元的花费。牛
津经济研究院的预估认为，到
2020 年底前，关税问题还可能导
致美国 20 万个工作岗位流失。
此外，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普林
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计算得出的数
据显示，各种进口产品的关税将
使美国公司和消费者每月支出30
亿美元（23亿英镑）额外税费。

匈牙利指数网站认为，大多
数经济学家发出警告，许多美国
和其他西方公司在中国都有生产
业务，很多美国工厂使用中国的
零部件，美国消费者能买到质优
价廉的产品，这要归功于中国的
出口贸易。现在，美国贸然加征
关税，挑起贸易战。可关税并不
是由中国人支付，而是由美国进
口商支付，最终由美国消费者承

担。中美贸易争端持续了一年
多，但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减
少，反而创下了新纪录。而且，贸
易逆差还在继续扩大。

捷克INFO.CZ引述经济学家
昂得雷的观点称，美国认为中美贸
易是不平衡的，大部分货物从中国
流向美国，形成了很大的贸易逆
差。这个推理是错误的，因为它设
置的基本参数不对。只看到一个
国家的贸易平衡正在减少，这本身
就是问题。首先，贸易平衡对美国
来说并不重要，贸易不仅有货物，
还有服务，但美国政府只关注货
物。其次，当美国提高关税时，两
个国家都会受到伤害。美国商品
价格上涨，人们会购买更少的商
品；中国商品出口量也会相应下
降。贸易战中不会有赢家。

总部位于法国的欧洲时报发
表题为“特朗普不能让全球为其
贸易政策买单”的社论指出，美国
总统特朗普突然变脸，对中国输
美商品祭出加征关税大棒，中方
被迫动用反制措施，使各方瞩目
的中美经贸磋商痛失好局，也令
国际市场哀鸿遍野。美方应回归
理性，拿出诚意，在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照顾彼此重大关切，通过谈
判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社论分
析指出，美国农民对特朗普加税
政策愈发焦虑，这还只是开始，未
来全球价值链上下游各个领域都
会遭到蚕食，使刚刚得以喘息的
世界经济再次面临打击。社论还
引述美国零售业协会相关负责人
的表态称，美国人购物车里的东
西都会因此涨价。

海外多家媒体关注中美经贸摩擦——

“ 美 国 吃 亏 论 ”是 自 欺 欺 人
本报记者 杨海泉 翟朝辉

本报重庆 5月 19 日电 记者冉瑞

成 吴陆牧报道：为期4天的第二届中国
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19日在重庆落
幕。大会期间共有 271 个国内外项目签
约，总投资额 5497.8 亿元，涉及智能制
造、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现代
物流等多个领域。

本届“西洽会”由商务部、水利部、国
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中国贸促会、重庆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开放新时代·发
展新作为”为主题，展出面积共11万平方

米，吸引了95个国家和地区的7800多家
企业前来参展参会。

围绕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
的新格局，本届“西洽会”期间举办了西部
开放高峰会、中匈温泉产业合作高峰论坛、
陕西投资环境暨文化旅游推介会、多彩贵
州避暑度假游主题推广季等127场投资贸
易和文化交流活动。贵州省、陕西省、山东
省、山西省、四川省等共计115个项目在本
届“西洽会”上签约，投资总额达437亿元，
占本届“西洽会”签约项目数的42.4％。

本报讯 记者陆敏报道：中国银保监
会 5月 17日发布《关于开展“巩固治乱象
成果 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通知》，在前
期整治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取得阶段
性成效的基础上，2019 年将持续推动重
点领域问题整治，防止市场乱象反弹回
潮，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通知》明确，银行机构从股权与公司
治理、宏观政策执行、信贷管理、影子银行
和交叉金融业务风险、重点风险处置等5
个方面开展整治；非银行领域各类机构按
照相关要点开展整治，突出处罚和问责，
下大力气解决违规成本过低的问题。

具体来看，银行机构的整治重点中，
宏观政策执行方面的内容包括民营及小
微企业服务政策、房地产行业政策、金融

扶贫政策等。重点风险处置方面的内容包
括高风险机构处置、异地非持牌机构管
理、案件查处和行业廉洁等。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连续
两年的治乱象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
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成因复杂，一些重
点领域重点机构的风险及顽疾仍然存在，
案件和操作风险防控压力不容小视。

该负责人表示，2019 年整治工作力
争实现 3 个目标：查处屡查屡犯，消化存
量，在推动银行保险机构合规建设方面取
得新成效；查处重点风险，遏制增量，在推
动银行业保险业生态修复方面取得新进
展；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实现
高质量发展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能
力方面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 记者马呈忠报道：近日，随
着新疆莎车750千伏变电站的2201断路
器同期合环成功，巴楚—莎车750千伏输
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

巴楚—莎车 750 千伏输变电工程于
2017 年 5 月开工建设，线路全长 226 公
里，穿越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
跨越叶尔羌河、提孜纳姆河、喀拉喀什河
等河流。该工程是南疆 750 千伏电网延
伸补强工程的一部分，也是新疆750千伏

主网架的组成部分。
根据规划，该工程将直接拉动固定资

产投资 518 亿元，增加就业岗位约 2800
个；间接解决一万人就业，新增清洁能源
发电量相当于年节省原煤消耗313万吨，
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100 亿元。工程竣工
后，将改变新疆南部电网建设相对滞后局
面，提高电网对喀什、和田地区及克孜勒
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供电能力，惠及当地
百万群众。

由美国执意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时常会泛起一些别有

用心的陈词滥调，所谓中国政府“强制技术转让”，就是一例。

这种理歪气粗的老调不断重弹，既不符合实际，逻辑上也漏洞

百出，只不过是掩盖企图打压中国快速发展的政治焦虑症，是

不自信的表现。

历史上，美国借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之名打压对手的这

种套路由来已久。从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频繁动用所谓

“301 调查”对竞争对手进行施压，巴西、日本、加拿大和欧盟

等国家和地区都先后遭遇美国发起的涉及高技术产业和知识

产权方面的指责与调查，在美国威胁征收报复性关税、撤销贸

易优惠等重压之下被迫屈从，结果美国屡屡得逞。或许正是

尝到了“技术大棒”的甜头，每当感到贸易合作国呈现快速发

展态势时，美国就会不由自主地举起这根大棒。

现在，美国对中国又举起了这根“技术大棒”。

无需回避，在现代科技发展道路上，中国是后来者和学习

者，向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学习是科技发展的必然

选择。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也正是开启了一条敢于学习、敢

于追赶、也敢于超越的发展道路，才会有与各国在各个技术层

面的广泛合作和相互间的巨大进步。

这一点，符合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发展逻辑与轨道。即便

今天号称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美国，在科技发展史上，也无法

屏蔽“引进、学习、借鉴”的关键词。从 19世纪到二次世界大

战，美国从一个工业技术上相对孱弱的国家转变为世界强国，

正是不断学习欧洲传统强国的先进技术，才逐渐拥有了如今

的科技实力与地位。

不过，美国对自己的学习历程似乎选择性地失忆，现在倒

要来对中国的学习与引进扣上“强制”的帽子了。但是美国忽

视了，几十年来，在中国企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之间，

无论是企业间的合作合资，还是科技上的交流互通，期间发生

的技术转移，都是发达国家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的主动

技术转让与产业转移，是基于自愿原则实施的契约行为。反

而是美国错误地将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间正常的技术转让商

业行为，视作政府实施的强制技术转让行为而高声喧哗、无事

生非。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企业是自由市场主体，无论合资

企业、外资企业还是其他合作伙伴，来华建厂投资的直接目的

就是获利。中国汽车市场不就是生动的例子吗？假如一家美

国汽车公司投资中国，不把先进技术和好的车型带过来，就会

有其他国家的汽车企业过来争夺份额。为了应对激烈市场竞

争而发生的技术转让，纯属正常商业行为，是双方利益权衡的

最好结果，何来谁强迫谁。

正是基于商业准则的学习与借鉴，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

国家企业通过技术转让与许可在中国获得了巨额回报。据美

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仅2016年中国向美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就达79.6亿美

元。对此，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劳斯说得很明白：中国支付的专利使用费

像火箭般蹿升，中国为购买外国技术所花费的资金仅次于美国。

在中国所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从来没有任何强迫外国企业把技术转让给中

国企业的规定。恰恰是美国，将本应促进技术传播的知识产权制度，错误地用于实施贸

易保护主义。多年来，美国政府和一些行业机构联合阻止、任意打压包括中国在内的外

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案例并不少见。最近，美国执意把中国华为列为“不确定实体”，就是

这种错误行径毫不掩饰的暴露。

无端指责改变不了事实。今天的中国，已成世界第一专利大国，知识产权保护日臻

完善，科技投入年年大幅攀升，科技成就举世瞩目，这既是广大科研人员长期奋斗的结

晶，也是坚持开放合作政策的硕果。美方为了一己私利，几次三番，借技术“说事”、以转

让“生事”，捏造中国“强制转让技术”的谬论，这一论调不仅已经没有市场，也阻挡不了

中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脚步。

第二届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成果丰硕
签约271个项目，总投资额5497.8亿元

加码严监管 旨在防风险

银 保 监 会 持 续 整 治 金 融 乱 象

新疆巴楚—莎车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

5 月 19 日，中国人民银行副
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
胜就当前我国金融和外汇市场运
行情况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
们完全有基础、有信心、有能力，
保持中国外汇市场稳定运行，保
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的基本稳定。”

近日，人民币汇率连续下行，
跌破6.9关口，创下去年底以来的
新低。一时间，市场对于人民币汇
率的悲观情绪上升。

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取决于我
国经济基本面。潘功胜表示，当
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
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新旧动能转
换加快，宏观经济基本面良好。4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宏观
政策操作空间较大，政策工具丰
富。今年以来，稳健货币政策强化
逆周期调节，增强政策前瞻性、灵
活性，保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促

进了社会信用较快增长，货币金融
条件松紧适度，金融部门对民营和
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4
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8.5%，
比上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

“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健运行，
为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保持合
理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基本面支
撑。”潘功胜说，今年以来，我国外
汇市场运行平稳，境外资本流入
增多，外汇储备稳中有升，外汇市
场预期总体稳定。

外汇局公布的一季度数据显
示，一季度货物贸易跨境资金净
流入明显增加，直接投资、证券投
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入和结汇都有
所上升。另外，个人结售汇保持
稳定，个人净购汇同比下降22%。

潘功胜表示，我们将按照既
定方针，坚定不移扩大金融开放，
保持金融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
稳定性，坚决落实已部署的金融
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推动金融

市场双向开放，深化外汇管理改
革，提高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水平，切实维护境外投资者
合法权益，为境内外投资者创造
更加便利友好的投资环境。

近年来，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
决心和正在推动的一系列改革举
措，使金融市场对外资越来越有吸
引力。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相继被纳入多个全球重要指数，也
使外资对我国金融市场有较强的
配置需求。今年一季度，境外机构
净买入我国股票194亿美元，境外
机构净买入我国债券95亿美元，较
去年同期及第四季度均大幅增长。

应对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
我国也有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政
策工具。5 月 15 日，央行已经在
香港发行了 200亿元央票。中国
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济
学家赵庆明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200 亿元的央票对
稳定汇率起到了信号作用。

潘功胜表示，近年来，我们
在应对外汇市场波动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
具，根据形势变化将采取必要的
逆周期调节措施，加强宏观审慎
管理。

对此，赵庆明也表示，我国当
前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
汇率机制。我国当前应对外汇市
场波动的工具箱丰富，必要的时
候可以拿出工具进行调控。

“经济基本面仍是人民币汇
率稳定的基础，中国经济的稳定
将为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
水 平 上 基 本 稳 定 提 供 重 要 保
障。”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
原司长管涛表示，市场如果因为
外部政治经济贸易形势发生的一
些波折作出过度反应，则很有可
能再次“失算”，各种市场微观主
体也需要坚持财务中性理念，管
理好货币敞口风险。

经济基本面将有力支撑人民币汇率

中国有基础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外汇市场稳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最近，美国一些人在国际上

到处哭天喊地地叫喊，“我们受到

‘不公平待遇’，中国获得‘不公平

优势’”“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

权’”……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

子。这种处心积虑炮制的“中国

盗窃知识产权论”，实际上就是为

了给自己大搞经贸摩擦、打压和

阻遏中国发展披上“正义外衣”。

这两年，美方屡次三番在知

识产权问题上大做文章，无中生

有地对中国进行指责。2018 年 3

月，美国发布对华 301 调查报告，

声称“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存在

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尽管和

者甚寡，美方却呱噪不休。近日

又有美国官员说，“中国的知识产

权盗窃行为对贸易谈判构成挑

战”。虽然美方调门很高、跳得很

高，信誓旦旦，言之凿凿，但事实

就是事实，谎言代替不了真理，

“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之类的妄言

纯属捕风捉影，谁会相信呢？

有的美国官员煞有介事地宣

称，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数千

亿美元”。其实对于这个数字，很

多美国有识之士也嗤之以鼻。人

们实在猜不透，这样的数字是如何

算出来的？！只能说这是某种具有

超凡数字放大功能的天才大脑臆

想出来的！曾几何时，有人说过，

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看来美国

有的人至今仍奉此为圭臬。

这种不靠谱的数字，只有不

靠谱的人才干得出来。以“301调

查”为例，美国身兼当事人、警察、

检察官、陪审团、法官等多重角

色，单方面对其他国家知识产权

状况进行评判和指责，随心所欲，

添油加醋，无中生有，靠的只是凭

空假设，何来公正？如果调查基

于想象以及选择性数据，那就是

一种科幻小说了！美方对此心知

肚明，只是想给自己的无理之举

找一个冠冕堂皇的托词罢了。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完

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

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

激励。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从

社会观念到法治环境，再到实际

的保护力度，中国的知识产权保

护都取得了飞跃式进步，成效显

著，举世公认。早已从“要我保

护”发展到“我要保护”。

中国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

备、高标准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

为世界上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

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2018

年，中国对外知识产权付费高达

358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四大专

利进口国。前不久发生的这件

事，大家可能记忆犹新：苹果与高

通间的专利许可费用之争，双方

先后在中国提起大量诉讼。美国

企业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信任

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公道自在人心。中国的努力，

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英国《经

济学人》周刊网站刊发文章表示，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近年来得到

飞速改善，中国不是知识产权的偷

窃者，而是保护者。即便是 2016

年以前美国政府的官方报告，也积

极肯定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取得的成绩。然而，近两年美国一

些人却无视事实，来了一个基于反

华中轴的大转弯，自己不断抽打自

己的嘴巴，只能说他们是借保护知

识产权之名，行政治打压之实。知

识产权本应是各国创新合作的桥

梁，在美方手中，却成了政治工具，

成了遏制他国的武器，成了霸凌世

界的遮羞布。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不

少外国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同

中国企业开展技术合作，这是市

场契约行为，外国企业获得了众

所周知的丰厚回报。即使知识产

权保护出现问题，也完全可以通

过法律途径自行解决。美方乱挥

知识产权“大棒”，是对产权和信

用意识的否定，对契约精神的否

定，对市场规律的否定。一些美

国人有个奇怪的逻辑，算算美国

手中的东西值多少钱，最后就直

接把这个天文数字的总和说成是

被别人“盗窃”了。

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走遍天

下。记忆力健全的人都知道，世界

上没有一个国家靠“盗窃”能实现

现代化。人们不禁要问，美国是靠

“盗窃”发展起来的吗？美国能靠

“盗窃”发展起来吗？恐怕美国一

些人是要急于否定的。一句话，中

国发展成就是中国人踏踏实实干

出来的。美国一些捕风捉影者，必

将被强劲的东风吹下历史的舞台！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捕 风 捉 影 者 ，风 必 摧 之
——“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论”可以休矣

钟 声

5月19日，中铁上海局项目部

正进行箱梁架设施工。近日，气

候条件良好，施工方不断加快潍

（坊）莱（西）高铁箱梁预制架设施

工进度，确保预制架设箱梁7月底

全部完成。目前，已经完成预制

箱梁565孔，架设箱梁470孔。

据介绍，潍莱高铁是山东

省内“三横”快速铁路网的“中

部通道”，设计时速 350 公里，正

线 全 长 122.63 公 里 ，预 计 2020

年建成通车。

张华先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