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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议院11日不顾多方反对通过
《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 中美
两国的汇率摩擦会否演变为贸易战？ 法
案最终获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 记者第
一时间连线专家进行解读。

出于两党斗争需要
为经济颓靡寻 “替罪羊”
美国经济如 “陷进泥潭的靴子”。 最

新数据显示， 美国9月份失业率为9.1%，
且连续三个月保持在这一高位。 债务危
机风险高企， 私人投资、 金融业也不见
起色。

11日通过的这项法案要求美国政府
对 “汇率被低估” 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
外界普遍认为 ， 此举主要针对人民币 ，
在美国2012年大选临近之际， 出于两党
斗争需要， 为国内经济颓靡寻找 “替罪
羊” 的一种做法。

“美国无端指责人民币汇率， 让经
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国家发改委对外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燕生说， “经济不
好的时候就自己贬值让他国升值， 那谁
来承担责任？”

前瑞士友邦银行上海首席代表余屹
说 “美国自己生病了， 就要让你也感冒
发烧， 延迟中国发展步伐。 其根本目的
是， 维护美国世界 ‘老大’ 地位， 转移
国内矛盾。”

社科院金融所专家曹红辉说： “美
国政府关心的从来不是真正的汇率问题，
却常常玩转 ‘汇率’ 的伎俩。”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12日表示：
美参议院一再无视事实， 纠缠人民币汇
率问题， 为自身痼疾寻找外部借口， 把
经济问题政治化， 这不但解决不了美国
国内经济问题， 还将严重危害中美经贸
关系， 损害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平稳增长。

政见分歧明显
通过几率不大

由于此项法案按照流程还需经过众
议院投票通过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
目前已经出现了国会两党、 参众两院的
分歧， 让这项法案通过的几率仍然存疑。

美国布鲁斯金学会资深研究员威廉·
高尔斯顿等专家认为，鉴于众议院议员多
不“买账”，奥巴马对该法案的态度也始终
“暧昧”， 法案最终通过的可能性并不太
大。

余屹说：“美国众议院对逼迫人民币
升值的法案态度谨慎，特别是总统奥巴马
并未明确表态。因为政治既要体现选民意
图， 又要解决问题， 因此很可能没有下
文。 ”

路透社等西方媒体也认为， 在众议
院议长约翰·博纳等共和党高层对该法案
的态度上， 就可以看出， 这个法案最终
获得通过的道路并不平坦。 很大程度上，
这个法案只是 “赚吆喝的买卖”， 为党派
利益造势。

国会两党、 参众两院在此法案态度
上的分歧已经很明显， 这从参议院推迟
投票日期也可见一斑。 由于参议院两党
就该法案的一些修改内容未达成一致 ，
美国会参议院推迟原定于7日举行的有关
人民币汇率法案的全院最终投票。

此前， 包括美国进出口商会在内的
51家美国行业组织致信美参议院， 明确
表示反对此项法案。 警告这会触发 “非
建设性” 的贸易战。

“一支独大”心态
欲凌驾国际法之上

根据该法案， 如果一国货币被认为
低估 ， 则美国可以将其视作 “贸易补
贴”， 进而征收惩罚性关税。 专家指出，
美国将汇率问题与世界贸易规则下的

“贸易补贴 ” 相挂钩 ， 是没有任何依据
的 ； 用一国的法案干预他国经济政策 ，
WTO也从未有授权。

“美国这种 ‘一支独大 ’ 的心态 ，
是将国内利益置于国际利益之上， 甚至
试图将国内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张
燕生说。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
心总裁助理姚为群对记者
说 ，即使人民币升值 ，也解
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和
就业问题 。 数据显示 ，自
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人
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30%
左右，而同期美国的失业率
则从7%升到了9%以上，可见
美国失业率上升与人民币
汇率并没有明显的关联。
中国需加强内功

“化危为机”
在欧美债务危机持续

发酵的背景下 ， 美国此举

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专家称， 美国和中
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也互为
主要贸易伙伴。 一旦汇率摩擦演变为贸
易战， 那么无异于打开 “潘多拉盒子”。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表示： 这
不但解决不了美国国内经济问题， 还将
严重危害中美经贸关系， 损害全球经济
的恢复和平稳增长。

余屹说： “‘汇率战’ 曾给不少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上世纪80年代， 美国经济遇到困难，
便转而向日元汇率施压， 诱导日元快速
升值而美元贬值， 结果造成日本经济陷
入20年的停滞。 2010年， 包括新兴经济
体在内的多个国家打响 “汇率保卫战”，
货币贬值造成的全球通货膨胀难以恢复。

专家认为， 美方频频打出 “汇率牌”
也凸显了贸易大国之间对话和了解的必
要性， 然而面对中国最近几年一直面临
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大背景， 也警示中国
应当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培育经济内生
动力， 减少对外经济依存度。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美参院不顾多方反对通过 “汇率案”

自己“生病”也要让别人“感冒”
■法案最终获通过有难度，只是“赚吆喝的买卖”
■“一支独大”心态作祟，试图凌驾国际法之上

新华社记者 刘敏 姚玉洁 叶前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12日在
此间就美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涉人民币汇率法案回答记者提
问，他呼吁美国政府、国会和各界坚决反对以国内立法形式就
人民币汇率问题炒作施压，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有记者问：美国国会参议院近日审议通过了 《2011年货
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马朝旭答：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
政策， 并表明了坚决反对美国会参议院有关人民币汇率议
案的严正立场。 这项议案以所谓 “汇率失衡” 为名、 行保
护主义之实， 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不仅解决不了
美自身经济和就业问题， 到头来只会严重干扰中美经贸关
系， 干扰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复苏
和增长的努力， 损人而不利己， 有百害而无一益。

反应

我外交部发言人：

损人不利己 百害无一益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12日就此发表谈话指出， 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严峻考验的
关键时刻， 美参院推动以立法方式逼迫贸易伙伴货币升值，
无异于发出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错误信号。 此举严重违反
了国际规则， 不仅威胁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也与世
界各国共同应对挑战、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努力背道而驰，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沈丹阳强调， 中方一贯主张中美双方加强沟通， 共同
采取积极正面的措施发展中美经贸合作。 美国会的相关议
案一旦成法， 势必导致中美经贸关系严重受损， 这是中方
所不愿看到的。 希望美方深思明辨， 客观理性地对待汇率
问题， 作出正确抉择。

商务部：
此举严重违反国际规则

危言耸听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