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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6日讯 记者陈

果静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
声明表示，北京时间8月6日，美国
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中方对此深表遗憾。这一标签不符
合美财政部自己制订的所谓“汇率
操纵国”的量化标准，是任性的单
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严重破坏
国际规则，将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
重大影响。

人民银行在声明中指出，美方
不顾事实，无理给中国贴上“汇率
操纵国”的标签，是损人又害己的
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不仅
会严重破坏国际金融秩序，引发金

融市场动荡，还将大大阻碍国际贸
易和全球经济复苏，最终会自食其
果。美国这一单边主义行为还破坏
了全球关于汇率问题的多边共识，
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运行产
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中方奉劝美方
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回到理性和
客观的正确轨道上来。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实施的
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
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
汇率制度，在机制上人民币汇率
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不存在

“汇率操纵”的问题。今年 8 月以
来，人民币汇率出现一定幅度贬

值，主要是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和
贸易摩擦加剧背景下市场供求和
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是由市场
力量推动和决定的。人民银行一
直致力于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一努力
在国际社会众所周知。根据国际
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2005 年初
至今年 6 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
率升值 38%，实际有效汇率升值
47%，是二十国集团经济体中最
强势的货币，在全球范围内也是
升值幅度最大的货币之一。在刚
刚结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
国的第四条款磋商中，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指出人民币汇率大体符
合基本面。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
机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中
国一直承诺人民币汇率保持稳
定，有力地支持了国际金融市场
稳定和全球经济复苏。2018 年以
来，美国不断升级贸易争端，中
国始终坚持不搞竞争性贬值，中
国没有也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
应对贸易争端。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将继续坚
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
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声明

无理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损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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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6日讯 记者齐慧从
交通运输部获悉：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以来，交通运输
部迅速行动，部省联动奋力起跑，各项
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截至 8 月 2 日，全
国ETC用户累计突破1亿人。

今年 5 月份，国办印发《实施方
案》，提出进一步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
革，加快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要求按照

“远近结合、统筹谋划，科学设计、有序

推进，安全稳定、提效降费”的原则，明
确技术路线，加快工程建设，力争2019
年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

为落实《实施方案》，交通运输行业
ETC 发行各单位，不断拓宽 ETC 发行
服务渠道、推动ETC便捷免费安装、落
实 ETC 车辆不少于 5%的高速公路通
行费优惠，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便捷高
速公路通行，让人民群众共享高速公路
发展成果。据悉，当前 ETC 日均发行
已突破58万。

本报合肥8月6日电 记者白海星

报道：安徽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日首
次发布了安徽省物流业景气指数（LPI）
及分析报告。

据悉，安徽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于
去年10月份正式启动全省物流业景气
指数调查统计工作。截至目前，调查统
计工作已试运行 10 个月。试运行期
间，安徽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保持高位运
行，平均值53.4%，高于全国0.4个百分
点。这表明安徽省物流业总体处在平
稳扩张发展周期，物流发展快于全国平

均水平。
安徽省物流景气指数调研统计

工作总体上看走在全国前列。一是
开展时序较早。目前，全国仅有 10
多个省市开展物流业景气指数调查；
二是样本企业数量多。安徽省有近
200 家物流企业参与此次调查，样本
数量远超大多数已开展省市；三是样
本质量较高，样本企业覆盖了全省 16
个地市，涵盖各领域代表企业、省级
示范物流园区代表企业和绝大多数
A 级物流企业。

日均发行超58万

全国ETC用户累计突破1亿人

试运行期间平均值53.4%

安徽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

8 月 6 日，由商务部国际贸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主办的“贸易战
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研讨
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
表示，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
摩擦对中国经济影响可控，中国
在持久战中耐力更强。美方挑起
贸易战损人不利己，并给世界经
济造成危害。

美升级摩擦将付
出更多经济代价

美国再次出尔反尔，举起关税
大棒，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
国”，意图升级经贸摩擦，这不仅无
助于解决其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
面临的问题，反而会给美国带来负
面 影 响 。 与 会 专 家 认 为 ，由 于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清单中
大部分是消费品，包括手机、电
脑、玩具、塑料、家具等，这些商品
可替代性较低，对其加征关税势必
会提高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因而新
一轮的加征关税对美国自身损害
会进一步扩大。

美国以贸易逆差为由挑起对
华经贸摩擦，然而 1 年来，美国对
中国的贸易逆差没有减小，反而在
扩大。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
究所所长梁明表示，2018 年美国
的货物贸易逆差将近 9000 亿美
元，是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值，今
年前6个月美国的出口下降了1%，
贸易逆差增长了 3%，如果美国继
续挥舞关税大棒，美国的逆差还会
持续扩大。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
所研究员梅新育表示，此次美方威
胁加征关税的3000亿美元中国输
美商品，大部分是生活消费品，这
样一来很可能推高通货膨胀水平，
并改变美国 PPI 高于 CPI 的格局，
使工业企业利润进入下行周期。
此外，随着中美经贸摩擦的升级，
国际市场油价可能大幅下跌，这将
使美国高负债的页岩油气公司面
临巨大风险，对美国金融市场产生
强烈冲击。

商务部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

所所长张建平也认为，对中国输美
商品新一轮加征关税后美国的通
货膨胀水平会逐渐显现出来，美
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盈利的
预期都会逐渐下降，美国的进口
商和居民将必须要承担由此带来
的成本。

贸易战拖累世界
经济增长

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战，
将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
影响。与会专家认为，制造业在全
球的布局是以各国的比较优势为
基础的，美国无视国际贸易理论常
识而挑起经贸摩擦，将破坏现有高
效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
链，并且危害全球经济秩序，导致
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并
加大世界经济的下行风险。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李
钢表示，美方这种开历史“倒车”的
行为，彻底打破了已形成的全球价
值链、产业链、供应链。这“三链”
本身的形成是由当今的国际分工
格局所决定的，在这个分工当中，
中美两国居于相应的地位，本身是
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这种本质的
经贸关系并不会因为美方发起的
贸易战而改变，但是美方所采取的
对华产品替代，意图使当前的产业
链断裂，这种行为违背市场规律、
经济规律、国际经贸关系规则，将
导致世界经济的低效率。

当前国际贸易的数据也证明
了李钢的观点。梁明表示，今年上
半年韩国出口总额下降了8.5%，日
本出口总额下降近 5%，许多国家
的贸易都因紧张的国际贸易形势
而有所下降，这是自 2008 年国际
金融危机以来的罕见情况。商务

部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梁
艳芬分析，美国加征关税会使全球
GDP 下降 0.5 个百分点，损失额约
达到 4550 亿美元，这无疑对当前
增速放缓、风险增大的世界经济更
加不利。

此外，美国的政策严重破坏国
际经贸规则，给世界经济的有序运
行造成阻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表
示，美国开展的一系列对华贸易限
制措施公然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
打破了各国不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限制贸易的默契，滥用长期以来
臭名昭著的单边主义措施“301 条
款”等贸易限制措施，给世贸组织
的运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张建平也认为美国的做法危害全
球的经济秩序和规则，他说：“现在
所有在全球价值链上有商业关系
的企业、国家，都不知道自己下一
步应该怎么去做生意，怎么去投
资，这都是美国政策带来的极端负
面的影响。”

中国在持久战中
耐力更强

美国对中国加征新一轮关税，
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可控。专家们
认为，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但中
国在持久战中的耐力更强。中国
不惧贸易战，将坚定不移捍卫国家
的核心利益。

梁明带领他的团队一直在分
门别类跟踪研究货物贸易。他表
示，美国加征关税的中国输美商
品，由 340亿美元到 2000亿美元，
再到 3000 亿美元，其可替代性越
来越低，特别是 3000 亿美元中国
输美商品，其中 100%需要从中国
进口的有 57 项，90%至 100%需要

从中国进口的有 214 项，80%至
90%需要从中国进口的有 202 项，
大量商品需要从中国进口，其他国
家对中国的替代作用很难实现，即
便加征关税，美国依然需要从中国
进口。从数据来看，中国的第一大
贸易国地位并没有因中美经贸摩
擦而受到影响。2018 年美国对中
国进口增长了5.6%，今年一季度增
长了 1%，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
程度偏小，相反中国从美国的进口
下降程度更大。他表示，今年上半
年，中国出口略增长 0.1%，贸易总
额比美国多出 1017 亿美元，出口
比美国高出 3475 亿美元，依然是
全球第一大贸易国。通过推演可
以得出，即使美国对全部中国输美
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对美国年出口
额最多可能下降 1600 亿美元，下
降额度可控。

梁明表示，从中国输美商品
的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国市场的
依赖较小。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
的集中度非常高，主要集中在手
机、电脑类商品上，如果排除这
些商品，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程度是非常低的。对所有中国输
美商品的出口占比的分析显示，
这些商品中100%需要出口到美国
市场的只有 15 项，90%至 100%
需要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只有 13
项，80%至 90%需要出口到美国
市场的为 11 项，即便是 50%至
60%需要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也仅
有 71 项，纯粹依赖美国市场的商
品很少。从中国经济结构来看，
中国的制造业主要依靠内需。中
国所有制造业企业中只有 13%用
于出口，而 87%用于内需，其中
出口部分美国所占比例仅有 2%，
因而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影
响可控。

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顾学明也
表示，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
的影响是可控的，由此导致的中
国产业对外转移也是完全可控
的。中国作为唯一一个产业门类
齐全的国家，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依然突出，依然是绝大多数外资
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投资的首选
国。“美方的极限施压、恐吓和讹
诈，对中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在
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会坚定不
移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一寸也
不会让。”顾学明说。

专家在中美经贸问题研讨会上表示——

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影响可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仇莉娜

蒙 华 铁 路 加 紧 供 电 施 工

“美国人一直都是国际主义者，不过，他们的国际主

义一直都是民族主义的副产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

研究员罗伯特·卡根的这句话，用来评价美国一些人当下

的肆意妄为，再恰当不过。

单方面挑起并不断升级与多国的贸易摩擦，接二连

三“退群”，持续滑向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深渊，“美国

优先”蛊惑下的美国一些人，正在不断透支美国的国际信

用，肆意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影响世界经济合

作大局。

8月1日，距离中美经贸团队完成在上海举行的第十

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仅一天，美方就宣称要从9月1

日开始对价值 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的

关税，完全不顾及美方自己承认的双方刚刚进行的磋商

“具有建设性”。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全球市场遭受重

挫。美国一些人竟然声称，“完全不在意”股市的负面反

应。人们无法理解“一个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国竟然可以

如此不负责任”。

美国社会反对关税大棒政策的声音日甚一日。“新加

征10％关税是对美国消费者和家庭预算的直接打击，美

国家庭不应成为贸易战的棋子”“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实

际上是利用美国家庭作为其贸易战谈判的人质”“随着孩

子们即将重返校园，新宣布的关税将提高从电脑、背包再

到衣服的所有日用品的价格”……面对美国国会议员、民

众和行业协会的反对声浪，华盛顿辩称：“我们认为对美

国消费者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我们有相关模型来证明

这一点。”问题是，他们的所谓“证明”，岂能与民众和消费

者的感受相提并论。

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确定性，为各国共同发展多提供

条件、创造机遇，这是大国应有的担当。但是，美国一些

人的做法恰恰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年内第三次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并

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增长2.5％，低于4月的预期。美方造

成的贸易紧张局势、长期政策的不确定性成为影响市场信心的首要因素，正在削弱

全球经济的活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估算，如果贸易战和保护主义措施继

续下去，将导致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下滑0.5个百分点。

今天美国一些人毫不掩饰对美式特权的迷恋，甚至不惜破坏国际规则和国际

体系。有观察人士评论，“自诩握着世界的方向盘，却既无方向感，更缺责任感”，美

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举动，都凸

显其极度不负责任。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必孤。美国一些人的不负责任是表象，根子还在于其对公

理的轻慢、对信义的漠视。美国一些人应该醒醒了！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 6 日就美国财政
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答记
者问。

有记者问：美国财政部宣布正
式 将 中 国 列 为 汇 率 操 纵 国 ，为
1994 年以来首次。中方对此有何
回应？是否会有反制措施？

华春莹说，中国人民银行已经
就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
纵国”发表了声明。美方不顾事实和
自己制订的所谓“汇率操纵国”的量
化标准，无理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
国”的标签，是继8月1日宣布拟对
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后，
升级贸易争端的又一恶劣行径。

“美方这一任性的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行为是对国际规则的公
然践踏和挑衅，破坏了全球关于汇
率问题的多边共识，不仅不利于理
性、务实地解决中美经贸问题，还
将严重破坏国际金融秩序，阻碍国
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复苏，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她说。

华春莹表示，中国实施的是以
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
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在机制上人民币汇率是由市场供求
决定的，不存在“汇率操纵”的问题。
中方一直致力于维护人民币汇率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一努
力国际社会有目共睹。2018年以来，
美国不断升级贸易争端，多次引发
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但中方始
终坚持不搞竞争性贬值，没有也不会
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

“中方敦促美方尽快回归理
性，纠正错误做法，以免对两国关
系造成进一步损害。”华春莹说。

外交部发言人

就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答记者问

○ 美国举起关税大棒，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意

图升级经贸摩擦，这不仅无助于解决其国内经济、政治和社

会面临的问题，反而会给美国带来负面影响

○ 美国挑起的经贸摩擦将破坏现有高效的全球价值

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危害全球经济秩序，导致全球范围内资

源配置的低效率，并加大世界经济的下行风险

（上接第一版）

“应对经贸摩擦，我们有很多
方式，而动用汇率的负面外溢性影
响太多，我国没必要采取这一措
施。”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李永表示，中国作为负责

任的大国，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
要对主要贸易伙伴负责。不搞竞
争性贬值，有利于中国维护和主要
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符合中国的
利益。

中国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将

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外部冲击。
“哪怕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
国都没有选择通过贬值来应对冲
击。在如今内外部冲击离危机还
相去甚远之时，主动贬值更不会是
我国的选项。”李永强调。

李永认为，美国在此时指责中
国操纵汇率欠妥。美国这一单边
主义行为破坏了全球关于汇率问
题的多边共识，将严重阻碍国际贸
易和全球经济复苏，于人于己均无
益，最终会自食其果。

8月 5日，蒙华铁路五里川合建所，中国铁建电气化局三公司工人在接地线。

蒙华铁路是我国建设最长的重载铁路，也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最长的重载铁路，跨

越蒙、豫、鄂、赣等7省区，是继大秦铁路之后我国又一条超长距离运煤通道。开通

运营后，对开发蒙陕甘宁地区煤炭资源，保障华中地区能源供应，促进西部大开发

和中部地区崛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郑传海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