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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摩擦是改革開放「壓力測試」

央廣電：中國已做好全面應對準備

中國反制 對美600億商品加徵稅
6月1日0時起實施 促美回到雙邊經貿磋商正確軌道

中國財政部同日指出，中方調整加徵
關稅措施，是對美方單邊主義、貿

易保護主義的回應。中方希望，美方回
到雙邊經貿磋商的正確軌道，和中方共
同努力，相向而行，爭取在相互尊重的
基礎上達成一個互利雙贏的協議。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在昨日晚發佈

公告中指出，美方上述措施導致中美經
貿摩擦升級，違背中美雙方關於通過磋
商解決貿易分歧的共識，損害雙方利
益，不符合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
去年9月24日，中國已經對美國的
5,207個稅目、約600億美元商品，加徵
10%或5%的關稅，並表示如果美方執意
進一步提高加徵關稅稅率，中方將給予
相應回應。
本次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公告，按

照《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對原產
於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第二批）加徵
關稅的公告》（稅委會公告〔2018〕6
號）公告的稅率實施。即對附件1所列
2,493個稅目商品，實施加徵25%的關
稅；對附件2所列1,078個稅目商品，實
施加徵20%的關稅；對附件3所列974
個稅目商品，實施加徵10%的關稅。對
附件4所列595個稅目商品，仍實施加
徵5%的關稅。與此前相比，附件4所列
662個稅目稍有減少。

反制維護國家人民權利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

白明對香港文匯報指出，是次中國實施

反制是對美國霸凌主義的有力回擊。反
制首先說明，中方維護國家和人民權利
的意識較強。其次，中方對美方的加稅
做法要有來有往，我們做好了全面應對
的準備。同時，政府必然要對國內企業
予以保護，我們一直是誠心開放市場，
但是只針對尊重我們的國家。「美方不
能一邊吃着中國的肉，還砸了我們的
鍋。」
白明認為，在此前十一輪的中美經

貿高級別磋商中，中國已經表達了足
夠的善意，盡可能地讓雙方回到談判
桌上。但中方是有底線的，特別是美
方在談判期間加徵關稅，沒有為雙方
創造良好的談判氣氛。對於實施稅目
有些許微調，白明表示，這是正常
的，美方日前實施的條目也有增減。
去年出台的條目內容，在一段時間的
貿易走勢上肯定會有一些變化，需要
作出調整。

試行對美加徵關稅商品排除
此外，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發佈
公告，試行開展對美加徵關稅商品排
除工作，並制定公佈排除清單。排除
清單內商品，自排除清單實施之日起
一年內，不再加徵為反制美「301措
施」所加徵的關稅。可申請排除商品
範圍為我已公佈實施且未停止或未暫
停加徵關稅的兩輪對美反制措施商
品。白明對此指出，這是中國控制反
制成本的明智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
《人民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任
何挑戰都擋不住中國前進的步伐》。報
道指出，解決中美貿易摩擦，中方的立
場始終明確——「合作是雙方最好的選
擇。」但合作是有原則的，並非一味地
妥協。中國決不會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
價來發展自己，也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
發展權益。報道強調，在中國改革開放
大格局中審視，貿易摩擦也是一次「壓
力測試」，更加堅定了全面深化改革開
放的信心和決心。
報道指，中美貿易摩擦再度升級。美
方一次次發起貿易摩擦攻勢，不僅損耗
了自己的國家信譽，而且使中美經貿磋
商進程受到嚴重干擾。而且，貿易戰解
決不了問題，美方一意孤行的貿易保護
主義行為，使美國的消費者、農場主、

企業家等群體利益和全球化產業鏈都受
到傷害。
報道認為，當前美國經濟、政治上

的壓力越來越大，也很難承受貿易摩
擦進一步升級的代價。國際輿論認
為，美方最終只能回到談判桌，通過
平等協商真正解決問題，這才是唯一
正確的選擇。
報道強調，中美貿易摩擦發生一年多

來，無論是宏觀經濟，還是企業發展，
抑或是民生領域，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影
響總體處於可控範圍。中國長期向好的
經濟基本面，是應對風險挑戰的根本支
撐；中國制度的獨特優勢，是應對風險
挑戰的最大底氣。
報道還稱，在中國改革開放大格局中

審視，貿易摩擦也是一次「壓力測
試」，更加堅定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

信心和決心。

釋放創新創業創造活力
報道指，這次貿易摩擦是對抗壓能

力的檢驗：改革開放40年，中國發展
積累起來的強大勢能，是應對衝擊的
堅固基礎。中國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
業分類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近14億
人口的大市場欣欣向榮，豐富的人力
資本源源不斷，消費需求成為「第一
引擎」，基本面決定了中國經濟具有
很強的韌性；這次貿易摩擦是對經濟
活力的檢驗：今天，深化改革實招頻
出、力度空前，推進「放管服」改
革、大規模減稅降費等一系列舉措，
最大限度釋放了1億多戶市場主體的創
新創業創造活力；這次貿易摩擦也是
對發展質量的檢驗：一場冷水浴，讓

我們更清醒地看到結構短板。小小的
芯片，竟成為中國第一大進口商品；
220多種主要工業品產量常年領先，但
不少拚的僅是汗水與資源。
「從一次次挑戰中走來，中國更加清
醒自己從哪兒來、往哪兒去。改革開放
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報道說。
報道最後強調，新興國家由大而

強，無不經歷一個風險和挑戰增大的
特殊歷史階段。今日中國，正處於這
樣的「關鍵性階段」。「溝」與
「坎」，左右不了事物發展的「時」
與「勢」。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解決各種世界
性難題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各國對中
國市場等方面的依賴全面上升。中國
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時與勢
在中國一邊。

對於美國農民來說，近期
的壞消息接踵而至。北京時
間昨日早間，芝加哥期貨交
易所（CBOT）的最新數據

顯示，大豆期貨盤中跌幅一度達到
1.2%，刷新2008年12月以來新低。另一
方面，從上個月起因雨雪天氣而導致的
中西部寒冷潮濕環境仍在延續，嚴重影
響美國農民的種植計劃和進度。

銀河證券研究院認為，本月 USDA
（美國農業部）首次對美國及全球2019/
2020年度供需進行預測，預測結果整體
利空。預期美國及全球榖物和油籽供應
仍將充裕，供大於求格局延續。美國農
業部發出上述預測報告後，美國大豆期

貨價格、玉米期貨、小麥期貨價格均出
現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惡劣天氣影響收成
「供需偏空格局下，未來價格仍將承

壓。」銀河證券研究院稱，新年度作物
產量和供應量將取決於最終天氣的影
響，同時中國大豆和玉米需求的不確定
性仍較大，因此導致最終供需前景不確
定性仍較大。

貿易摩擦農貿低迷
據彭博新聞報道，來自伊利諾斯大學

厄巴納——香檳分校的農業經濟學家斯
科特．歐文認為，另加惡劣天氣，美國

農民們面臨的是一場「雙重打擊」。他
說，農民們不僅因天氣原因無法種植，
也讓他們會有更多時間來思考從貿易摩
擦到當前整體低迷農貿形勢的問題。

「我能理解特朗普總統挑起貿易摩擦
的原因，但我真的很希望這次摩擦能夠
盡快結束。」家住伊利諾伊州的第五代
農民利文斯頓在607公頃的土地上種植
了大豆、玉米和小麥，他希望美中兩國
能盡快解決貿易摩擦問題。

美國農業部長珀杜此前表示，特朗普
總統要求其制定一項計劃，幫助美國農
民應對貿易衝突的嚴重影響。若新的援
助計劃落地，這將是對美國農民的第二
輪援助。美國農業部在去年已提出了120
億美元的援助計劃，以補償農產品價格
下降以及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爭端
造成的銷售損失。

此前，美國大豆協會發佈公告，敦促美
國行政當局取消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稅的計
劃，並迅速與中國達成協議。美國大豆協
會強調了美中大豆貿易的重要性，表示隨
着談判的拖延和曲折，大豆農民在經濟和
精神上受到的重創不容忽視，農民們的耐
心也即將耗盡。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回顧中美經貿磋商一年
多的歷程，雙方有重要進展，也幾經反
覆，中方將這些視為國家談判過程中正常
的小曲折，始終以最大誠意推進磋商，因
為中方深知：貿易戰沒有贏家，加徵關稅
不利於中美雙方，也不利於全世界；合
作，才是中美唯一正確的選擇。但是，合
作是有原則的。中方的三大核心關切，實
際上把經貿磋商的「紅線」與「底線」公
之於眾，是絕不允許美方挑戰和逾越的。
央廣電發表「國際銳評」專欄文章指
出，經過一年多的經貿摩擦，中國各個方
面都經受住了考驗，不僅抗壓性大大增

強，應對也越來越成熟、越來越有定力。
因為，中方早就看清，美方加徵關稅，實
際上是一種「自殘式」的戰略豪賭，逆流
而動，違背民意，必將徒勞。作為貿易戰
被迫反擊的一方，中國經濟必然會因加徵
關稅而承壓，但這壓力完全是可控的。
文章還分析指出，從經濟結構看，消

費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率達76.2%，
出口依存度已下降至17.9%，內需正在
並終將成為中國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
的強力支撐。從貿易情況看，今年前4
個月，中美貿易額下降了11.2%，其中
對美出口下降 4.8%，自美進口下降

26.8%，這說明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商品更
有可替代性。同期，中美貿易順差擴大
10.5%，這說明加徵關稅並不能從根本上
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只會讓美國消
費者承擔更高的成本。
文章進一步指出，前4個月對美貿易

佔中國外貿總值的比例下降至11.5%，
而中國與歐盟、東盟等主要貿易夥伴進
出口額均保持快速增長。特別是中國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增速達
9.1%，高出中國外貿整體增速4.8個百分
點。這意味着中國外貿夥伴日益多元
化，外貿抗壓能力不斷增強。即便美國

對全部中國輸美產品加徵關稅，中國也
可通過調整國際市場格局，把相當一部
分對美貿易轉向其他地方。
文章最後指出，對於貿易戰，中國早
就表明態度：不願打，但也不怕打，必
要時不得不打。面對美國的軟硬兩手，
中國也早已給出答案：談，大門敞開；
打，奉陪到底，中國已備足了政策工具
箱，做好了全面應對的準備。美國發起
的對華貿易戰，不過是中國發展進程中
的一道坎兒，沒什麼大不了，中國勢必
化危為機，借此來檢驗自身的能力，使
國家變得更加強大。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官網
昨日發佈消息稱，外交部副部長
孔鉉佑10日接受日本駐華媒體負
責人聯合採訪時表示，我們期待
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大阪
峰會一是傳遞推進多邊主義和開
放型世界經濟的正面信號，堅定
國際社會對維護自由經濟體制信
心。二是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
調，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
進創新驅動增長，在落實2030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和應對氣候變化
等全球性課題方面更進一步。三
是堅持協商一致，以建設性方式
妥善處理各方分歧，充分照顧發
展中國家合理關切。
有記者提問，有觀點認為日中關
係的改善是受中美經貿摩擦的影
響，您怎麼看？您認為日本可以在
中美經貿摩擦中發揮什麼作用？有
人擔憂如中美關係轉圜，中國或將
對日本更加苛刻，您如何看待這種
擔憂？
對此，孔鉉佑表示，中方一貫重
視中日關係，願與時俱進同日本發
展睦鄰友好合作關係。中日關係改
善和發展，是雙方基於本國利益和
兩國共同利益作出的選擇，也有利
於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他說，中國和日本都是國際自

由貿易體制的受益者。中日有責
任攜手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和自
由貿易體制。將中日美三國關係
彼此對立，這完全是零和博弈與

冷戰思維，中方不能贊同。三國相互發展
友好關係可以並行不悖，這是地區和世界
所歡迎的。

楊潔篪周四訪日磋商
另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宣佈，應日本國家安全
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
篪將於16日至18日訪問日本，並同谷內局
長舉行第六次中日高級別政治對話。
耿爽表示，此次對話是雙方商定的年度磋

商計劃，屆時將就中日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問
題交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針對美方本月10日起對從中

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清單商品升級加徵稅率至25%，中國昨日晚間實

施反制。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自6月1日0時起，對已實

施加徵關稅的600億美元清單美國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徵關稅稅率，

分別實施25%、20%或10%加徵關稅。對此前加徵5%關稅的稅目商品，仍繼續加徵5%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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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美方本月針對美方本月1010日起對從中國進口的日起對從中國進口的22,,000000億美元清單商品升級加徵稅率至億美元清單商品升級加徵稅率至2525%%，，
中國昨日晚間實施反制中國昨日晚間實施反制，，將於將於66月月11日日00時起對部分美國商品提高加徵關稅稅率時起對部分美國商品提高加徵關稅稅率。。圖為圖為
停泊在青島港的貨船停泊在青島港的貨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外交部副部長孔鉉佑 資料圖片

■美國大豆期貨盤中跌幅創十年新低，另
加惡劣天氣影響收成，美國農民們面臨
「雙重打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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