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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肆意推行单边主义，歪曲事
实指责中国不遵守世贸规则。8月27
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办的“应对
中美贸易摩擦新形势研讨会”上，与会
专家一致认为，一直以来，中国认真履
行入世承诺，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制，
而美国藐视国际规则，挥舞关税大棒，
严重危害国际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积极履行承诺中国积极履行承诺，，
主动提高开放水平主动提高开放水平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一直是多边
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与贡
献者，不但积极履行入世承诺，还通过
自身发展和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
世界经济共同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
组织研究院院长助理周念利表示，自加
入WTO以后，中国重信守诺，主动提
高对外开放水平。以服务业为例，中国
服务业开放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
一，中国入世时，在WTO《服务贸易总
协定》12大服务贸易部门中，针对9大
部门做了具体开放承诺。在155个服务
分部门中，针对101个分部门做了具体
承诺。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认为，中国
是做出部门减让承诺最多的发展中国
家。截至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领域的
入世开放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第二，
中国基于区域贸易协定进行双边和多
边开放。中国已经与24个国家（地区）
缔结了16项区域贸易协定，对多边服
务贸易承诺进行了扩展与深化；第三，
中国持续坚持自主开放，从2013年至
今发布了适用于国内自贸区的外资准
入负面清单共6张，适用于全国的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共3张。针对外资的特别
管制措施进行了大幅削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
学院院长洪俊杰表示，中国是国际社
会中的负责任大国，不仅从中国对国
际社会的承诺以及守诺情况来看是这

样，也体现在中国通过自身发展和对
外贸易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
献。从国际贸易现状来看，中国是国
际贸易中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是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不断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
放水平，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持
在多边贸易规则下处理贸易冲突和纠
纷，在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等框架下推进国家发展合作。
中国还积极参与支持 WTO 改革，以
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山东财经
大学校长赵忠秀说。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
路”合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有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合理
化，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

赵忠秀表示，中国通过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主动扩大对外开放等举措
助力世界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
挖掘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潜力，帮助国
际社会有效应对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
带来的严峻挑战和负面影响。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显著增长。”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教授李杨说，“未来，随着我国与‘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和地区保持高质量的务实
合作，在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为主要
内容的‘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外合
作将得到不断加强，将为世界经济发展

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

美国藐视国际规则美国藐视国际规则，，
严重危害世界经济严重危害世界经济

与会专家表示，国际社会已经清
楚地看到，美国公然践踏国际规则，恣
意挥舞关税大棒，使得世界经济、国际
贸易受到严重挑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
研究院执行院长林桂军表示，美国的
单边主义做法涉嫌违背 WTO 规则，
美国依据其国内法的 232 条款、301
条款等，单方面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违反了WTO成员不得对其他成员实
施歧视性差异关税的非歧视原则；美
国加征关税的做法违反了GATT（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二条美国对关税
水平实施约束的承诺，WTO 成员实
施的产品最高关税是经过谈判形成
的，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动摇了原来
谈判形成的利益格局；美国引用1974
年《美国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对中国
加征关税，蔑视 WTO 争端解决机制
的基本程序，美国无权对中国的做法
作 出 裁 决 ，能 够 作 出 裁 决 的 只 有
WTO 争端解决机制，美国只有得到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授权才能采取
行动；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违反
GATT第二十一条，WTO明确了成员
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贸易措施时应该
遵守的事项，美国所采取的措施违反
了WTO的规定；美国对华为和其他企

业的出口限制措施，涉嫌违反WTO关
于禁止出口数量限制的规定。

“美国的行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
以及世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
响。”赵忠秀说，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对
中国无端打压，公然践踏世界秩序，破
坏了二战以来各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
的秩序格局，使得当今世界经济、世界
经济规则、世界经济秩序受到挑战，美
国将世界规则和秩序视为儿戏，视为
自己获取单边利益的手段，将至高无
上的法律和准则当作任意裁量的工具
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张建平表示，美国这种把国内法
完全凌驾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之上，
公然破坏全球贸易规则秩序的做法，
给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
风险和困难。

“中长期订单对于稳定市场预期
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美国的不断
变化让企业无所适从，不敢下中长期
订单。在美国，很多企业为了应对可
能的关税政策变化，开始囤积中国货
物，其增加的仓储成本和关税成本都
会转嫁给下游经销商和消费者。另
外，美国很多进口中间品的出口企业
为了规避不确定性也在加班加点，正
常经营秩序遭到破坏。同时，全球供
应链和价值链的供应关系也被美国扰
乱，美国试图人为干预全球产业转移
过程的行为严重违反商业规律，可能
会导致经济衰退。”张建平说。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霍建国表示，美国惯于采取大国霸凌
主义做法，当国际法和国内法有冲突
时，美国就会置国际法于不顾。从历
史结论来看，贸易战没有赢家，这符合
历史发展的规律。美国的这种行为最
终也会伤害自己。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
院院长桑百川表示，现行国际经贸规则
保障了全球经济的正常和健康发展，全
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体系有效推动了国
际贸易的发展，国际经贸秩序和规则需
要世界各国来共同维护和完善。

专家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新形势研讨会”上表示——

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经济作出积极贡献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 勇 仇莉娜

美国政府在单边主义道路上
“一意孤行”，激起越来越多全球
贸易参与方的强烈反对。美国在

“美国优先”的狭隘保护主义思维
下采取极限施压、单边关税制裁
等伎俩，更是招致各方批判，担心
美国无序、违规的单边主义行为
最终对全球经济造成无可挽回的
负面冲击。

法国经济学界专家表示，美
国在与中国的经贸磋商中的出尔
反尔、极限施压等伎俩，与其在欧
美经贸谈判中的策略“如出一
辙”，将最终导致美方收获“失道
寡助”的恶果，并为自身单边主义
行为埋单。

年初以来，在欧美双边经贸
艰难协调中，美国频繁使用“商人
谈判”技巧与思维敲打欧洲盟友，
无论是威胁对欧洲汽车零部件、
航空、工业制品等输美商品加征
关税，还是对葡萄酒、农业产品等
实行“定点关税打击”，这些行径
都体现出美国政府不惜以牺牲盟
友甚至全球经济发展利益为代
价，为“美国优先”战略服务的狭
隘价值观，也让欧洲最终看清了
美 国 这 个 盟 友 的 真 实 意 图 与
招数。

对于美方的单边主义威胁和
在极限施压、提高要价、出尔反尔
等谈判技巧上的“乐此不疲”，欧
洲领导层早已失去耐心。法国总
统马克龙多次指责并揭露，美国

在经贸谈判中的技巧不外乎以
“不合理的论点”引入关税威胁，
并在经贸谈判中施压。美方挑起
的贸易纠纷不仅“杀死了欧洲钢
铁工业”，更使欧洲民粹主义呈日
益泛滥之势。马克龙呼吁，欧洲
必须团结起来采取新措施维护自
身利益。

法国媒体多次在报道中指责
美方的惯用谈判策略。法国《费
加罗报》曾撰文指出，美国政府的

“极限施压”策略终将毫无成效，
“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思维不会
让美国获得任何好处。美国政府
将商业谈判技巧用于全球治理，
粗暴地施压对手在弱势情况下接
受妥协性谈判，并通过挑衅、围堵
及加压等方式使其动摇，这种模
式下的谈判将毫无成效。

面对美方的单边主义气焰与
对全球贸易参与方日趋频繁的贸
易讹诈，法国经济学界强烈呼吁
各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捍卫
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
系，以合作与团结的姿态应对世
界贸易发展与变革中的挑战。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
专家贝特朗·巴迪表示，近年
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
在维护多边主义与推动全球化方
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法中两国应
在包括二十国集团（G20）等多
边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世
界变局。

美方行径招致各方批判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7月22日，科创板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开市，西部超导、铂力特两家陕西
企业首发。两家上市企业虽然方向不
同，但其核心创新能力均发轫于当地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沃土。市场的
青睐，见证了陕西持之以恒实施创新
驱动、久久为功推进科技资源改革的
成效。

前不久，陕西省科技主管部门决
定向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试点下放相关立项
权，并联合设立省科技计划项目。从
科技管理走向创新融合，陕西在统筹
科技资源改革方面再出“新招”。党的
十八大以来，陕西以建设创新型省份
等改革试点为契机，围绕统筹科技资
源改革、深化军民融合两大“战场”，启
动实施“四工程一计划”“四主体一联
合”新型研发平台以及“双导师”人才
池等措施，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走进中科院西安光机所一楼的展
厅，血管显影仪、高保真时钟芯片、
T1000 碳纤维新材料……各种产品

令人目不暇接。“拆除围墙、开放办
所”，中科院西安光机所通过“人才+
技术+资本+服务”的院所孵化支撑模
式，成立了国内首只专注“硬科技”投
资孵化的天使基金，吸引海内外相关
的高技术成果快速转化。截至今年5
月，已孵化255家“硬科技”企业，带动
就业6000人。

依托丰富的科教资源，陕西创新
搭建科技资源大市场。西安科技大市
场在全国率先建立起“技术交易市
场＋技术经理人协会、技术经理人公
司、技术经理人”服务体系，通过技术
经理人项目储备对接、技术经理人公
司组织运营、技术经理人协会搭建平
台和组织活动，形成了“成果筛选—孵
化—转化”的运行模式，有效推进了科
技成果转化。

陕西不断完善创新创业孵化体
系。以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为平
台，构建“众创大赛+开放需求+种子
天使”三位一体的助推模式，形成“众
创、众包、众筹、众扶”互为支撑的创新

创业生态体系。目前，陕西建成各级
各类孵化载体400家，完成孵化企业
4000 家，120 余家企业在主板、中小
板、新三板挂牌上市。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西安航天源动
力工程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铜箔一体
机出口海外的生产供应商，与全球排
名前 10 名的 6 家锂电铜箔供应商形
成长期稳定合作，年订单合同总额 3
亿元。航天科技集团六院党委书记黄
亮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十二五”末航
天六院实现收入150亿元，其中民品
规模已经占到一半以上。“十三五”末
预计将实现收入340亿元，其中军转
民应用达到200亿元。

经过持续努力，军民融合产业已
成为陕西培育新动能的重要发力点。
目前，陕西已建成航空、航天、兵器三
大产业基地和航空
智慧新城、船舶科
技、军工电子等 7
个园区，现有军民
融 合 企 业 500 余

家，综合收入3000亿元，形成了民用
航空、民用航天、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新材料、新能源等军工特色主导
产业。

协同创新，平台建设至关重要。
依托丰富的高校资源，陕西陆续搭建
了延长—西大先进技术研究院、陕西
烽火—西电通信技术研究院、中联西
北院—西安交大能源环境与建筑节能
联合研发中心等 13 个校企合作研发
平台，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关键共性
技术等重大科技攻关。同时，启动建
设了环大学创新产业带、中国西部科
技创新港、中科院西安科学园、西工大
翱翔小镇、中国西部军民融合创新谷
暨西安电子谷等一批重点合作项目，
逐步构建起协同创新、优势叠加、产学
研用一体的融合创新机制。

依托丰富科教资源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军民融合成陕西培育新动能发力点
本报记者 张 毅

美国最近再次任性加征中国输美产品关税、
和欧洲就关税等问题大打“口水仗”，继续升级霸
凌行径，这不仅受到中方有理有节的批驳和反制，
也引起世界普遍反感。

对于美式霸凌，连美国的欧洲盟友都看不下
去。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日前公开表示，贸易
战必须停止，如果美国出于政治原因使用关税，将
危害全世界。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缓解紧张。德
国总理默克尔说应采取共同办法，不应单独设置
解决问题的框架。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支持惩罚
性关税的人今后可能得为全球经济衰退负责。”

美式霸凌之所以为整个世界所反感，是因为
美国为了私利，把整个世界当成榨取利益的目标，
让整个世界变成受害者。

今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下调世界
经济增长预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大行单边
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全世界肆意挑起经贸摩擦。
该组织强调，各国不应“以关税替代对话来施压他
国”。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讲给美国听。

在美国的霸凌版图中，由其单方面挑起的对
华经贸摩擦，将其霸凌行径本质暴露无遗。美方
不仅挑起对华贸易摩擦，还不惜调动外交和国防
等多个政府部门，在科技、金融等多方面打压中
国，显示出霸道、自私和虚伪的本质。

美国实施霸凌的时间越长，对世界的危害越
大，世界对它的真面目就认识得越清楚。埃及

《金字塔报》资深记者萨米·卡姆哈维说，一场
经贸摩擦，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担当责任的中国和
一个恣意妄为的美国。德国工业联合会常务董事
约阿希姆·朗痛斥说，美国无视以规则为基础、
平等的贸易体系，奉行“美国优先”，伤害别国
利益。俄罗斯媒体犀利指出，美国已习惯享有特
权，但“当这个舒适的体系开始动摇时，当竞争
对手变得更强大时”，美国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其在世界的主
导地位。

霸凌者终将被霸凌误。美国的霸凌行径到头来得到了什么？表面
上，美国政府可能会增加上百亿美元关税收入，但实际上，美国遭受的
损失不可估量。事实表明，加征的关税绝大部分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
埋单，霸凌行径让美国国家信誉赤字累累。

文/新华社记者 韩 冰 应 强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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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通讯
员贾智勇报道：8月26日，随着第
一辆车驶出菏宝（菏泽至宝鸡）高
速鲁豫省界收费站驶向长垣—东
明黄河公路大桥，这座黄河公路
第一长桥正式通车运营，也标志
着菏宝高速全线贯通。

作为菏宝高速重要节点工程
的长垣—东明黄河公路大桥，东
起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西至河

南省长垣县赵堤镇。项目路线全
长23.5公里，其中主桥长15.206
公里，为现有黄河公路第一长
桥。长垣—东明黄河公路大桥的
通车运营，标志着豫鲁两省毗邻
的河南省长垣县与山东省东明县
曾经靠浮桥通行的历史宣告结
束。全线贯通后的菏宝高速也将
成为豫北地区出海路程最短、最
便捷的高速公路通道。

黄河公路第一长桥通车运营

○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持在多边贸易规则下处

理贸易冲突和纠纷，在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框

架下推进发展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挖掘了全球经济增长潜力，帮助国际社

会有效应对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带来的严峻挑战和负面影响

○ 美国把国内法凌驾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之上，公然破坏

全球贸易规则秩序的做法，给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带来了很大

的风险和困难，关税大棒扰乱了全球正常商业秩序

8月27日晨无人机拍摄的转体完成
的桥梁。

8月27日凌晨，京雄城际铁路跨津
保铁路连续梁转体完成。这是京雄城际
铁路全线第一个跨既有高速铁路转体项
目，也是雄安新区第一个桥梁转体工程，
对京雄城际铁路按期通车及推进雄安新
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京雄城际铁路跨津保
铁路桥梁转体完成

本报长春8月 27日电 记
者李己平报道：第十二届中国—
东北亚博览会 27 日在长春闭
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来自109
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余名客商参
会，地方政府、商协会组织签署
20余项合作协议或备忘录，签约
项目 93 个，合同引资额 555.84
亿元。

据介绍，本届东北亚博览会
吸引了218个国内外经贸代表团
组、49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参会。
展会现场参观人次超过13万，实
现对外贸易额72867万元。从产

业分布看，服务业、农产品加工、
医药健康、冶金建材、汽车及零部
件项目占合同引资额居前。

本届博览会注重建立夯实合
作机制。首届东北亚地方合作圆
桌会议围绕经贸投资、互联互通、
能源环保、文化旅游等领域探讨
合作，各国地方政府代表一致通
过了《东北亚地方合作圆桌会议
长春共识》。大图们倡议第十九
次政府间协商委员会部长级会议
发表了《长春宣言》，重申各方共
同构建自由开放的区域贸易投资
环境的承诺。

东北亚博览会合同引资额555.8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