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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宣布进一步提高
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就美方宣布进一步提高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关税税率发表谈话。
8 月 24 日，美方宣布将提高对约 5500 亿美

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中方对此坚
决反对。这种单边、霸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极
限施压行径，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共识，违背相
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严重破坏多边贸易

体制和正常国际贸易秩序，必将自食其果。中
方强烈敦促美方不要误判形势，不要低估中国
人民的决心，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否则一切后
果由美方承担。

国际社会认为

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是必然回应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约翰·罗
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邮件采访时说，中国的关税
反制措施是在美国毫无根据地对华加征关税后
作出的
“必然回应”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
弗里·萨克斯也表示，中国对美国此前加征关税
的决定作出了“适当的回应”。美方错误地认为
中国经济成功是建立在美国付出代价的基础上。
土耳其智库安卡拉政策中心东亚问题专家
于米特·阿尔佩伦认为，自贸易战开始，美国一直
处于攻势，而中国一直处于守势，因此中国采取
的措施是反制措施。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知名学者苏拉布·古普塔
认为中国的反制举措并不意外。中方举措向外
界传递了重要信息，即贸易谈判应建立在主权平
等的基础上。中国不会单方面放弃用关税措施
为自己争取公平的竞争环境。

美国前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表示，她对中
国采取的关税反制措施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中国
此前已有明确表示。
印度经济学家、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
系统机构顾问巴塔查吉表示，中国一直秉持合则
两利的态度，反制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美国不
再一意孤行地加征关税。
田纳西—中国商务平台理事会理事顾振华
说，中国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清楚地表达了中
方不畏压力、不妥协的意志。

美国挑起经贸摩擦终将自己“埋单”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挑起并不断升级贸易
战，引发中方反制，这在短期内造成了市场动荡，
长期看将影响消费者信心，最终让美国企业、工
人和农民遭受损失。
受经贸摩擦升级影响，23 日纽约股市三大
股指显著下跌。同时，原油、大豆等大宗商品价
格下滑，金融市场避险需求急剧上升，纽约金价
当日创下 2013 年以来最高收盘价。
国际资产控股公司美国福四通集团首席商
品经济学家阿兰·苏德曼表示，中美经贸摩擦升
级“进一步加重了市场负面情绪，市场悲观情绪
蔓延，引发大豆期价大幅下滑”
。
美国大豆协会会长戴维·斯蒂芬斯说，
一年多
以来，
美国大豆协会一直强烈呼吁尽快结束美中贸
易争端，
贸易争端不仅严重影响美国大豆的销量，
而且令美国大豆种植者处境十分艰难，
他们不仅囤
积着上一季未售出的大豆，
还有新一季的大豆。
德新社 23 日刊文指出，在大多数经济学家

美多个行业协会发声警告

美中贸易争端升级损害美企业和消费者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23 日电 （记者许缘 高
攀） 美国商会和零售、汽车、石油、农业等主要
行业协会 23 日纷纷发表声明，警告美中贸易争
端升级将对美国相关行业、企业和消费者造成不
利影响，呼吁美中双方尽快回到谈判桌、达成协
议结束贸易争端。
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迈伦·布里连特在声明
中说，美中贸易争端升级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压
力，不希望看到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布里连特
呼吁双方政府回到谈判桌前并达成协议。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美国相关
行业、企业和消费者都将受到贸易和投资紧张局

势加剧的伤害；在造成更多损害之前，应停止关
税升级并大力推进符合美中两国共同利益的贸
易协议。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高级副会长戴维·弗伦
奇在声明中说，在当前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的环境
下，
企业不可能规划未来，
“美国政府的做法显然不
会奏效，
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不应承受更多关税”
。
美国石油业协会发表声明说，美国天然气和
石油等能源领域已明显感受到贸易战带来的负
面影响；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争端损害了美国能
源行业和消费者，其后果将由美国企业和家庭承
担。该协会敦促美国政府尽快与中国达成贸易

看来，美国挑起的经贸摩擦使美国经济和消费者
付出了代价，加上经贸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现
在有越来越多的信号表明美国经济增长在放缓，
关于美国
“经济衰退”的说法开始流行。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高级副会长戴维·弗
伦奇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在当前环境下，企
业不可能规划未来。美国政府的做法显然不会
奏效，
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不应承受更多关税。”
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
也向路透社表示，美方挑起的贸易战将使美国经
济陷入低谷。

回到磋商解决分歧的轨道是正途
希尔斯指出，贸易战升级不仅损害中美两国
经济，也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她认为，解
决问题的方案是双方重回谈判桌，协商解决分
歧。
“ 我希望双方能坐在一起协商解决分歧的方
案。目前的纷争对双方都十分有害。”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市长莉比·沙夫
说，美中贸易战对两国和整个世界都是有害的。
当今全球一体化，各国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应
该探讨如何大力合作，
而不是相互排斥。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表
示，贸易战不符合各方利益，美中双方应通过谈
判解决分歧，
早日终止贸易争端，
实现共赢。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爱德赫雷·卡文斯说，
合
则两利，
斗则两伤。中国政府的一贯态度是通过磋
商和对话来解决分歧，
美国应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
色。世界期待中美回到磋商解决分歧的轨道。
文/新华社记者（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协议，
并取消所有加征关税。
美国全球汽车制造商协会首席执行官约翰·
博泽拉表示，针锋相对的关税措施正伤害美国汽
车行业和相关就业。
美国汽车制造商联盟也表示，
汽车业繁荣需要稳健和具有竞争力的贸易环境，
加征关税将伤害美国消费者和整个汽车行业。
美国大豆协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近几个月来
美国大豆对华销售已几乎停顿，美国豆农手头积
压着上一季和新一季的大豆，关税措施持续升级
将令美国豆农处境日益恶化。该协会呼吁美中
双方停止加征关税并找到贸易争端的解决方案。
代表上百家行业协会的支持自由贸易美国
人联盟发表声明说，
“对美国农民来说，贸易战带
来的痛苦每周都在加剧”，随着农场破产率和违
约率上升，农产品价格下滑，农民对于经贸协议
缺乏进展的挫败感日益上升。此外，随着美国对
华农产品出口面临更高反制关税，美国农民在国
际市场份额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

湖南长沙黄兴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

及时外调货源 协力应对高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近段时间以来，湖南长沙持续高温。连续高
温高热天气给蔬菜的生长、采摘、运输、贮存、交
易等环节带来哪些影响？经济日报记者近日来
到位于长沙县黄兴镇的长沙黄兴海吉星国际农
产品物流园进行采访调研。
2016 年，长沙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搬迁至
长沙黄兴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海吉星成
为长沙千万百姓的“新菜篮”。在 3 天的采访中，
记者看到的是和天气一样的“热力”。8 月 21 日
上午，满载着来自全国各地蔬菜的大货车成排
地停靠在长沙黄兴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蔬
菜区各个档口卸货，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将
蔬菜从车上卸下来进行分装转运。从蔬菜进场
卸货到分装转运再到完成销售并发往各地的零
售终端，整个交易过程，蔬菜全程不落地。
“今天的批发价格，白菜 0.8 元/斤、平包菜
0.7 元/斤、铁头包菜 0.45 元/斤，去年的时候，每
斤平包菜要 1 块多、铁头包菜差不多 0.8 元。蔬
菜 来 源 方 面 ，除 了 在 岳 阳 君 山 自 有 生 产 基 地
400 多亩，我们还从湖北恩施、长阳等地进货，
主要销往湖南、广东、河南、江西、湖北等地。”岳
阳兄弟蔬菜商行老板李良介绍，尽管 7 月中旬以
来持续高温，本地蔬菜的产量和采摘量都有所
下降，但是得益于及时从全国各地补充货源，加
上自有基地的产量，稳定的供应量完全能够满
足当前的市场需求，因此当前市场上蔬菜的价
格整体相对平稳，部分菜品价格甚至有所下降。
“目前，
我们每天的交易量稳定在 1200 万公
斤左右，高峰期达到 1500 万公斤以上。2018 年，
市场交易总量 639 万吨，
交易额 588 亿元，
承担了
长沙市 90%以上的蔬菜供应任务，
保障了湖南省

麟 通讯员 吴有科

言

针对美方近期正式宣布将对约 3000 亿美元
自华进口商品加征 10％关税，中方 23 日被迫出
台对美贸易反制措施。美方 24 日宣称要提高对
约 5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海外专家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方采取反
制措施是对美方贸易霸凌行为的必然回应。美
方挑起并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损人不利己，不
仅让美国自身经济遭受损失，而且拖累全球经
济。美国应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色，回到磋商解
决分歧的轨道上。

8 月 23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对原产于美国
的约 750 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同时宣布，对原产于
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恢复加征关税。针对美方对自华进口
的约 3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关税措施，中方被迫采取反
制措施。
中方此举，针对的是前段时间美方持续升级中美经贸
摩擦，违背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的行
为。这是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应对美国单边主义和
贸易保护主义，
不得不采取的必要反制举措。然而，
美方一
些人依然不放弃极限施压的贸易霸凌手段，在中方举措出
台后继续扬言要升级关税。对此，中方的态度立场是坚定
的，正如商务部 8 月 24 日对外表态所言，美方行径违背中美
两国元首共识，违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严重破坏
多边贸易体制和正常国际贸易秩序，必将自食其果。中方
强烈敦促美方不要误判形势，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决心，
立
即停止错误做法，
否则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
中方反制，
有备而来，
说到做到。中国视情采取有效反
制措施，既表达了中方一以贯之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坚
定态度，也从清单的设计上显示出反制的艺术，精准周全，
有力有理。
从一年多的对美反制情况看，有两个“关键词”在中方
措施中愈加凸显。
一个是
“坚决反制”
。面对霸凌主义，
面对极限施压，
是
妥协退让还是坚决反制，答案不言而喻。这就是我们常说
的
“不愿打不怕打，
必要时不得不打”
。妄自尊大显然不对，
但害怕困难畏惧不前则更加有害。更何况，道义的制高点
在中方，美方的一再出尔反尔已让其国家信用扫地。从去
年 4 月 4 日中方宣布针对美 301 措施的第一轮关税反制，这
次是中方发布的第三轮关税反制措施。时间见证了贸易战
没有赢家，时间也见证了美国所谓“速胜论”的终结。各国
经济，
相通则共进，
相闭则各退。美方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
擦，还真是打疼了美国经济。美国《华尔街日报》8 月以来
连续两周刊发社论，警告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和由此产生
的不确定性，将令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衰退。数据
也显示 ，8 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
49.9，10 年来首次跌破 50 荣枯线。而中国经济今年上半年
增长率为 6.3％。
二是“精准周全”。仔细阅读中方发布的反制措施，不得不用上这个词来点
赞。先看清单实施的时点、
选入清单产品品类的安排，
大豆、
原油、
汽车等精准选
取。再看税率的安排，有轻有重，还有国别及地区的考量，而总体的考虑是要尽
可能减少对我国国内生产、人民生活需要的影响。比如，对需要进口的药品、疫
苗等仍不加征关税。反制措施还充分考虑了尽量降低对国内企业及产业的影
响，
出台清单时广泛征求了行业协会、
有关部门、
专家学者的意见，
同时考虑到还
有少量企业可能会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推出了排除制度。受影响的企业在符
合规定的条件下，
可以主动申请参与排除程序。
可以肯定的是，中方强烈反对美贸易霸凌行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
步，
“坚决反制、奉陪到底”的决心不会动摇。只有美方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
向而行，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既有利于中
美双方，
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郭

中方关税反制举措是对美贸易霸凌的必然回应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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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公告显示

渤海水质和污染防控能力总体提升
本 报 讯 记 者 姚 进 报 道 ：8 月
23 日，审计署发布了环渤海地区生态
环境保护审计结果公告。从审计情况
看，渤海水质和污染防控能力总体上
有所提升，但局部海域生态环境问题
仍较为突出。
审计署近期对环渤海地区 5 省市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生态环
境保护情况进行了审计。公告显示，
2013 年以来，中央和 5 省市本级财政
共投入渤海生态环境保护资金 1650
亿元；
渤海近岸海域一、二类水质点位
比例从 63.2%波动上升到 76.5%，三、
四类水质点位比例从 30.7%波动下降

到 12.4%，赤潮发生次数减少 61.5%；
审计抽查的 34 个城市污水处理能力
增加 31.55%，
污水处理率上升 4.6%。
从审计情况看，渤海水质和污染
防控能力总体上有所提升，但局部海
域生态环境问题仍较为突出，
锦州湾、
莱州湾等渤海六大典型海洋生态系统
仍处于亚健康状态。
审计发现，环渤海地区存在农业
面源污染防控不到位、重要领域工业
点源污染防控存在薄弱环节、部分重
要生态环境政策未有效落地、资源开
发和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不够协调等
问题。

我国成立首个水下隧道技术创新平台
本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刘福
昌报道：依托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
司 ，中 国 岩 石 力 学 与 工 程 学 会 8 月
24 日成立水下隧道工程技术分会，这
是我国首个水下隧道专业学术交流和
技术创新平台。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钱七虎表示，
近年
来，
我国水下隧道工程建设数量和规模
不断提高，铁路、公路、市政、供水、供
气、防洪、水电等行业领域对跨江越海

隧道工程的需求与日俱增，
我国水下隧
道建造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渤海
海峡跨海通道、
琼州海峡跨海通道等世
界级跨海工程也进入加速论证阶段，
我国即将迎来海峡大通道建设的“黄
金时代”。分会理事长、中铁十四局董
事长吴言坤表示，学术分会的成立将
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研企合作，加强学
术交流、技术合作、成果共享，推进我
国水下隧道科技研发、设计、施工、装
备制造、运营保养等进一步发展。

第二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举行

满载着来自全国各地蔬菜的大货车停靠在湖南长沙黄兴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交易区。
吴有科摄（中经视觉）
80%的蔬菜供给，
进场交易蔬菜来源地涵盖全国
20 余个省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
交易下游基本涵
盖湖南全省及湖北、
江西等的部分城市。
”
长沙海
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如今，海吉星不仅仅是长沙的“菜篮子”，也
成为了湖南的“菜篮子”。为应对持续高温影
响，保障这个“菜篮子”的稳定，长沙县多个部门
协力积极应对、做好保障。持续高温一度让海
吉星周边数百个蔬菜生产基地的菜农们一筹莫
展，气象部门及时通过人工降雨，让即将颗粒无
收的菜地重焕生机；在海吉星的出入口及周边

道路，每天早晚都有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货
车进出，长沙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坚守岗位，
确保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能及时“进得去、出
得来”；保持蔬菜的新鲜需要庞大的冷链中转集
散，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供应，为此，当地电力部
门为海吉星专门架设了 2 条 10 千伏专线，源源
不断地为整个市场输送生产经营所需电力；为
让“菜篮子”更安全、百姓吃得更放心，长沙县的
市场和食品监督部门直接进驻市场，现场办公，
对蔬菜价格、蔬菜安全、规范经营等方面进行实
时监控和现场管理……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通讯员李
丽报道：8 月 23 日至 24 日，第二届中
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甘肃省
陇西县举行。本届博览会以
“绿色、道
地、高质量”为主题，包括中医药高质
量发展助推脱贫攻坚主题论坛、
“一带
一路”上的中医药论坛、中医药产业招
商大会、中药材交易采购大会等活动。

近年来，甘肃把中医药产业作为
推动绿色发展崛起的十大生态产业之
一，陆续出台 50 多项扶持政策措施为
中医药产业发展保驾护航。2017 年，
甘肃获批建设国家级中医药产业发展
综合试验区，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
博览会逐渐成为中医药综合展示、交
流合作的国际国内开放平台。

西银高铁礼泉站改工程顺利完成
本报讯 记者雷婷、通讯员周博
伦报道：8 月 23 日，西银高铁礼泉站改
工程顺利完成，为西银高铁正线轨道
铺设提供了可靠保证。
此次站改新建的礼泉联络线自礼
泉站西安端区间引入，向东立交疏解
后与西平铁路贯通，接入礼泉站。工

程全部完成后，将成为西银高铁陕西
段唯一的运轨通道，对西银高铁建设
和顺利开通运营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
西银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
路网规划中
“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
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
617公里，
计划2020年底开通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