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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根据《国家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发展改革委正牵头组织研究建立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
以更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具体措施将于近期出台。

我国将建立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

近来，美国的“疑心病”越来越
重，多家中国科技企业产品被其贴上

“安全隐患”标签。美国这种把“莫
须有”当成“绝对有”的做法，只能
在更多国家面前暴露强权与霸凌的真
实面孔。

对今天的美国政府来说，“威胁
国家安全”的说法就是一块砖，哪里
有用哪里搬。先是指责中国华为，继
而警告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其理

由都是威胁了美国国家安全。然而，
针对种种猜测与指责，美国始终未拿
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其结果就是被来
自各方的声音频频“打脸”。德国媒
体发声，经过多年审查，英国、德
国乃至欧盟方面，都未发现华为产
品存在明显“影响安全风险”的后
门。大疆则干脆回应称：“我们技术
的安全性已经在全球得到反复验
证，其中也包括美国政府和美国领
先企业的独立验证。”对别人的审查
结果视而不见，甚至连自己已经验
证过的产品也“翻脸不认账”，其目
的就是恶意抹黑中国，蓄意妖魔化中
国科技产品。

一个言必称贸易公平自由的国
家，不惜通过非商业手段打压别国企
业，目的何在？答案很简单，就是借
打压竞争对手以实现自身竞争优势。
美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借口，实际上
是给竞争对手“使绊子”。全然不顾全
球先进技术发展合作共赢大势，以谎
言做大棒任意挥舞，这充分暴露出，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
时期，面对历史机遇与挑战，美国对
未来的重重焦虑。

公道自在人心。美国阴暗的对抗
心态难敌全球经济合作共赢的潮流。
5 月 30 日，英国电信运营商 EE 使用
华为设备，首次在英国开启商用5G

信号，英国四大电信运营商 EE、沃
达丰、O2、Three UK均与华为签订
了5G合约。此前，德国总理默克尔
更表示，在网络安全标准上德国“自
有一套”，不会与美国同调。这都充
分表明，各国均有自己的理性判断，
根据自己国家和民众的利益，选择符
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公平竞争、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仍是主流。

美国“莫须有”的寻衅，对他国
持续施压的狂妄，也给各个国家敲响
了“警钟”。美国一再以强权挑战规
则，不顾世界各国的正当利益，这种
行为不会实现其所追求的“再次伟
大”，只会在历史长河中徒留笑柄。

把“莫须有”当成“绝对有”暴露霸凌真面目
郭 言

中美经贸摩擦意味着中国对外
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但中美经贸摩擦仅是中国发展
历史长河中的一道波澜。中国人民
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接受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妥善应对中美经贸
摩擦，不仅“稳外贸”无忧，而且将成
为推动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强大
动力。

近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占比
较大的主要国家及地区为美日欧、东
盟、韩国、金砖国家及港台地区。王孝

松表示，近10年来，中国对美出口占
总出口比重始终在 20%左右。但进
入2019年以来，我国对美出口额占比
持续下降，同时对欧盟及东盟出口额
占比逐渐增高，对欧盟出口占比已经
超过对美出口占比。在进口方面，美
国占比一直在10%以下，且同样呈现
下降趋势，而金砖国家、欧盟及东盟进
口额占比在提高。

王孝松对我国进出口商品的种类
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出口产品方面，
矿产化工、金属制品和机电产品整体
出口占比超七成，传统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占比约 15%。2019 年第一季
度，我国商品出口中矿产化工、金属制
品和机电产品三类商品整体占比较
高。这三类产品与工业生产息息相

关，具有极强的周期性特征，且同比增
速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进口产品方
面，我国进口产品同样主要集中在机
电产品、矿产化工产品及金属制品，三
者整体占比接近90%。今年一季度，
机电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家及地区为美
国、欧盟和日本，占比超过40%，其中
美国占比18.60%，欧盟占比17.55%，
日本占比5.93%。

王孝松认为，前期抢出口效应拖
累了出口数据，非美出口对出口增速
起到缓冲作用。按美元计，4 月份出
口增速为负。中国对美出口在 2018
年保持较高增速，至2019年出口增速
回落，反映出中国在对美贸易过程中
存在较为明显的“抢出口”现象。今年
4 月份，我国对欧盟和东盟的累计出

口同比增速分别为14.2%和13.4%。这
表明，我国对美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
出口对出口增速起到了比较大的支撑
作用。

王孝松表示，在中美经贸摩擦的
背景下，中国要开辟更广泛的出口市
场，既要重视美欧等发达市场，又要重
视新兴市场。他建议，要以“一带一
路”建设为契机，增强同沿线国家的
经贸往来，同时充分挖掘各种所有制
企业的贸易潜力，提升企业的技术水
平，实现在价值链上的地位提升。“如
果中国企业的价值链地位提升了，需
求弹性越来越小，产品不可替代，这
样就不惧怕任何的外部冲击。”王孝
松说，“各界一起努力增强信心，稳外
贸就不会有问题。”

让“稳外贸”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
——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

本报记者 徐惠喜

“保护消费者的最有效方法是国
内的自由竞争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贸
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
学家弗里德曼的这句名言，对于当下
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贸易合作带来双赢、贸易冲突没
有赢家，这是一个早已被世界历史反
复证明的道理。然而，美国一些政客
完全无视经济规律，完全脱离中美经
贸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基
本事实，先是抛出“美国吃亏论”，宣称

“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我们每年损失
5000亿美元”，抱怨“中国出口过剩掏
空美国中西部工业地区”“美国损失了
数百万制造业岗位”；随后又炮制“加
征关税有利论”，高呼“今后，我们将从
中国收取数千亿美元的关税”，鼓吹增
收关税对美国经济和国民福利都是好
事。于是，护佑民生福祉、增加国民福
利，不仅成了这些政客挑起贸易争端
的“正当理由”，也成了挥舞关税大棒
将带来的“胜利结果”。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市场经济

条件下，没有谁能强取豪夺。那些所
谓加征关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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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辞，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那些所谓加征关税增加美国国民福祉
的论调，无非是凭空臆造的假象。近
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发布了一份
研究报告，警告称：“这些上调的关税
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扭曲，并导致美
国关税收入减少。非常高的税率可能
导致关税收入下降，因为进口商将停
止从一个被加征关税的国家进口商
品，并寻求从其他国家（效率较低）的
生产商那里进口商品。”一项统计数据
也显示，加征关税使美国消费者和进
口商去年每月损失44亿美元，且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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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连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也
不得不公开承认，中国人没有为输美
产品直接支付关税，中美双方都会因
关税承受损失。

把加征关税说成是“护佑民生”，更

是无稽之谈。《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加
征更高关税，将对美国普通消费者产生
巨大影响，因为涉及的是一系列消费
品，消费者将会面临更高的价格。更为
直观的，是芝加哥大学和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的一项联合研究，研究者用“洗
衣机的例子”来证明关税提高对消费品
的影响。结果显示，自2018年1月美国
对进口洗衣机加征关税以来，洗衣机的
平均价格上涨了12％，美国消费者每年
在洗衣机和烘干机上的支出增加了15
亿美元，每台洗衣机要多花86美元，每
台烘干机要多花92美元。美方所加征
的关税，最终只会通过其国内进口商、
批发商、零售商，转嫁到美国国内消费
者身上。不仅如此，根据代表美国150
多家贸易协会的“关税伤害美国腹地”
组织估算，将关税上调至25％会损害近
1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并加大金融市
场动荡。一言以蔽之，加征关税给美国
人带来的绝非“福音”，而是“噩梦”，为
关税“埋单”的最终还是美国消费者和
企业界。

在雄辩的事实面前、在强烈的反
对声下，即便是那些美国政客，也不得

不改口，以所谓“短期会疼，长期会
赢”，继续为升级经贸摩擦寻找借口。
然而，对于美国民众而言，短期肯定会
疼，长期也未必会赢。以美国豆农为
例，他们不仅要面临种多少大豆、要不
要将已储存的大豆低价卖出的困扰，
更可能要面临失去中国市场的冲击。
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花了40年时间
才赢得的市场”，一朝失去，不知何日
才能复得。

当前，尽管中美两国在合作中不时
遭遇摩擦和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
美两国各领域合作的广度与深度都远
超历史上任何时期。这正说明中美两
国合作共赢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两国人
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之，
如果为了一己私利，执意逆潮流而动，
结果只能是损人不利己。正如英国《卫
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与中国的贸易
战几乎伤害了美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
几乎没有产生赢家。加征关税，绝非

“搬梯子”，而是“扔砖头”。随着时间的
推移，无论是世界人民，还是美国人民，
都将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搬 梯 子 ，还 是 扔 砖 头
——看清美国某些政客“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真面目

钟 声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6月8日，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
随着减税降费力度不断加大，税收扶持创
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效果不断显现，广大市
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不断增强。

“2016 年以来，国家多次扩大小型微
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范围，今年，国家将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作为实施更
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先手棋’，进一步扩大
小微企业的减税红利。减税力度的逐年加
大，持续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热
情。”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樊勇说。

“税务部门的支持润物无声。”江西省万
载县搏鹰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彭志勇说。
前几年彭志勇回乡创业之初，税务部门根据
企业主营加工出口欧美订单的箱包业务，为
企业“量身定制”了涵盖公司开户、生产经
营、出口退税等业务的税收优惠政策指引，
并不断压缩退免税办理时间。近年来，减税
降费力度持续加大，仅2018年公司就享受
各类税收优惠千余万元。

“减免下来的税款，盘活了企业资金,
为创办扶贫车间提供了助力。”彭志勇说，
如今企业先后在万载县17个乡镇创建29
个“扶贫车间”，吸纳返乡就业人员580人，
并为157个贫困家庭提供了就业保障。

减税降费带动创业创新，创业创新支
撑高质量就业。据统计，2018 年，全国市
场主体数量突破1亿大关，全国城镇新增
就业1361万人。

位于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的晟鼎精密
仪器公司是一家大学生创业公司，公司运
营总裁冼健威坦言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
开国家政策和税务部门服务的有力支
持。公司2018年享受到税收优惠减免税
额共 12 万元，今年公司享受各项减税政
策，预计减税超过63万元。

2018年，国家进一步加大了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力度，允许企业委托境外发生的
研发费用纳入加计扣除范围，并将科技型
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按 75%加计扣除的政
策进一步推广至所有企业，这让许多正在
壮大的企业放了心。

山东莱州联友金浩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电池隔膜的
高新技术企业，仅2018年企业享受75%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就达到446
万元。公司董事长方开东说：“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得益于税
收优惠政策扶持，企业通过过硬的技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
跟。”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后，公司全年预计减税约106万元，下一
步公司将把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研发投入，进一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近年来，税务部门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
境。针对广大创业“新人”推出压缩新办企业涉税事项办理时间、推行
电子税务局等一系列优化征管服务的举措，为他们带来了全新体验。

税务部门考虑到初创企业办税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通过建设
“智慧税务综合体”，使纳税人可以全面体验智能导税分流、云桌面办
税、移动办税、自助办税终端等，享受便利的办税服务。“我们运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把税收工作带入‘智
税时代’，为初创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征管服务。”烟台市
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郑舒东说。

2019年初，国家税务总局专门设立小微企业服务处，负责为中小
微企业提供涉税服务，建立小微企业涉税诉求和意见快速响应机制，切
实维护小微企业合法权益。各地税务部门也纷纷推出了一些为科技型
企业“量身定制”的征管便利化“自选动作”。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
一步完善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对中小企业
创新的纳税服务举措，把对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的优惠政策进一步
落实好，不断增强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把“双创”持续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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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呈忠从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减税降费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今年一季度，新疆小微
企业普惠性政策减税5.96亿元，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
税1.39亿元，增值税税率调整减
税 14.55 亿元。据悉，新疆税务
系统结合实际，制定政策落实时
间表、任务图，明确9大类229项
减税降费工作任务；围绕减税降
费出台 4 大类 54 条便民办税服
务措施，确保减税降费简明、易
行、好操作。

“减税降费给企业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新疆兰石重装
能源工程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范
建军说，随着留抵退税政策出台，
及时到账的 356.92 万元留抵退
税款有效缓解了公司资金压力。

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下调至13%，
预计能为公司减免增值税400余
万元。

“新疆通过实施一系列减
税降费‘统筹打法’，促进政策
措施落地生根。”新疆财政厅副
厅长艾新鲁表示，这些做法具
体有：一是确立包括“降税率、
扩进项、退留抵”三项政策在内
的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核心和重
点；二是实施大范围的小微企
业普惠性税费减免，自治区在
国 家 规 定 的 幅 度 内 ，按 最 高
50%的幅度减征地方“六税两
费”；三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
负，落实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
个人所得税；四是降低社会保
险费率，继续延长阶段性降低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

新疆：

一季度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5.96亿元

本报讯 记者蒋波、通讯员
黄卫东 侍术军报道：“今年预计
少缴企业所得税10万元，对我们
这样的小型企业来说非常重要。”
仔细计算今年能够享受到的减税
降费相关政策后，江苏淮安威特
保鲜剂有限公司总经理崔立帮高
兴地说。

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更大
范围减税降费。淮安市税务局减
税办负责人表示，今年 2 月下旬
启动减税降费政策宣传辅导以
来，他们对纳税人开展了 4 轮全
方位宣传辅导。不仅能为纳税人
提供全天候咨询服务，还成立了

“洪泽湖水上邮路服务队”等志愿
者团队，为洪泽、金湖等地企业提

供特色服务。
无论是参与“一带一路”企业、

还是民营小微企业，无论是科技创
新型、还是传统制造业，减税降费
释放的政策红利纷纷落地，减负后
的企业轻装上阵，生产、研发、销售
的“微细胞”加快活跃起来。江苏
金成科技有限公司是江苏唯一一
家从事汽车轮胎模具生产的民营
股份制企业，公司副董事长张兆春
表示，企业获得的减税将全部用在
模具的创新研发上。正在筹备上
市的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权先锋也表示，经测
算，今年企业将少缴增值税380多
万元，这笔钱将全部用于汽车零部
件模具的创新研发。

江苏淮安：

减税降费让企业“微细胞”活起来

（上接第一版）
这种倒行逆施对美国经济自身会

怎样呢？国际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现
象，可以叫做“外溢”引致“回溢”，于今
而言，美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负
外部性，在伤害其他国家之后，终究会
形成反向影响，使自身经济反受其害。

三、扩大改革开放：做
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贡献全球

实际上，对于贸易战的升级，我们

并非没有准备。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
调，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
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
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
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
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
略主动战。

美国一意孤行升级贸易争端，充
其量就是“黑天鹅”和“灰犀牛”两种事
件的组合，都在中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的预判之中。所以，事态发展绝不

会干扰中国的战略部署和实现两个一
百年目标日程。

放弃反制、坐以待毙绝非面对挑
衅的通常做法，更不会是中国这样一
个发展中大国之所为。换句话说，中
国对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贡献不
在于此。中国在维护全球规则和秩
序、稳定世界经济方面的作为，都要靠
坚持和扩大改革开放。从过去 40 年
的经历，中国深深懂得，改革和开放都
会带来真金白银甚至立竿见影的红
利，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关键所在。

外部压力不会减弱，反而只会增强我
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紧迫感。

总的结论是：第一，美国破坏全球
贸易秩序、伤害世界经济增长，乃至阻
挡经济全球化不得人心。第二，美国
不断升级贸易争端，会给世界经济带
来破坏作用，不仅造成中美双方损
失，也直接伤害其他发达国家、新兴
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第三，这
种行径必然激起各国的反对，维护国
际经贸秩序、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发
展中国家因素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中国不想战、不恋战、不怕战，
以战反战是合理的做法。同时，将进
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推进改革，用
改革红利稳定增长，用社会政策稳定
民生，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维护经
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