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开放力度够不够

� � � �针对有观点指责中国开放力
度不及预期以及未切实履行入世
降低关税的承诺，高峰表示，这种
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中国关税
总水平已由入世时的15.3%降至
9.8%，实现了对世贸组织所有成
员的承诺， 达到并超过了世贸组
织对发展中成员的要求。

“如果考虑到贸易结构的因
素， 中国实际的贸易加权平均税
率只有4.4%，已经非常接近发达
成员， 美国贸易加权的实际进口
关税税率是2.4%， 欧盟是3%，澳
大利亚是4%。”他说。

据介绍， 除履行入世承诺
以外，中方还根据《信息技术
协定》扩围谈判的结果，进一步
降低了201项信息技术产品的进
口关税。

高峰说，为进一步开放市场，
近年来中方还主动降低了部分商
品的进口关税。 根据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 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
放， 以更开放的姿态继续进一步
降低进口商品的总体税率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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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频频以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发起
带有浓厚单边主义色彩的贸易调查。对此，美国耶鲁大学高
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认为，这个“借口”根本站不住脚。

罗奇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并不
是问题的本质，贸易赤字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经济一个更严重
的内部矛盾症结，即国内储蓄严重短缺。

罗奇说，目前美国的国民净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净
储蓄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不足20世纪最后三十年平均水
平的三分之一。

据美国圣路易斯联储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美
国净储蓄率分别为1.9%、1.7%、2.2%。

“这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储蓄率
了，”罗奇说，“在缺乏储蓄的同时，想要消费和经济增长，美
国就必须从国外进口‘剩余储蓄’。”

而正是因为这一根本性原因，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赤
字是广泛存在的。罗奇说：“2017年美国与高达102个国家存
在商品贸易逆差。”

“贸易问题无法通过关税解决，”罗奇说，“这是一个储蓄
问题，只能通过提高国内储蓄来解决。这就要求美国削减联邦
预算赤字，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正在做的那样去增加赤字。”

罗奇担心，不能正确认识储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可能
会在历史上成为美国政府一个主要的经济政策失误。

罗奇指出，中国在美国商品贸易总体逆差中所占比例确
实大，但中美经贸的这种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同供应链扭曲有
关，“以最终出货量为基础的贸易流量并不能客观反映在贸
易赤字中”。

例如，很多在中国组装的最终产品，拥有许多其他国家
的元器件，像苹果手机就是这样。当最终产品运往美国时，其
全部价值的100%都会被视为中国进口， 这远高于在中国实
际增加的价值。

罗奇说，据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增值计算方
法，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规模至少要减少三分之一。他认为，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反映了在国际分工背景下美国和贸易伙
伴在制造业方面的不同比较优势，实际上也体现了国际专业
化分工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的价格和成本优势。

“对于储蓄严重短缺的美国经济而言，这是必须学会接
受的成本。”罗奇说。

罗奇说，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美国和中国应该将世贸
争端解决机制作为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第一道防线。

（据新华社纽约3月29日电）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
源自国内储蓄严重短缺

� � � � 根据美国“301调查”结果，美方
将于近日公布对华产品征税建议清
单。美贸易代表日前表示，美中两国政
府有望通过磋商避免加征关税。 中美
经贸摩擦走向如何？ 美征税举措实施
会有什么影响？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
峰在29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以
上热点进行了回应。

� � � � 有消息称， 美国贸易代表莱
特希泽说，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
产品的清单公示天数将从30天
延长到60天， 这就意味着在今
年 6月份之前不会对中国的相
关产品征收关税。

高峰在商务部新闻发布会
上说， 中方的立场已经非常明
确， 我们不希望打贸易战， 但
绝不害怕打贸易战， 会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自身的
合法权益， 不排除任何选项。

高峰表示， 中方敦促美方
摒弃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
的做法， 切实采取措施， 通过
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分歧 ， 维
护中美经贸合作良好局面 。 奉
劝美方不要采取任何损害两国
经贸关系的措施， 否则只会搬
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6月前不对华加征关税

中方谈判磋商的大门始终敞开
� � �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28日表示，美中
两国政府有望通过磋商避免对中国商品加
征关税。

高峰表示， 我们注意到美方的有关言
论，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希望美方认清形
势，顺应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历
史趋势。

“中方谈判磋商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但是，谈判是有原则的。”高峰强调，首先美国
必须放弃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
谈判必须是平等的，中方不会接受在单方胁

迫下展开任何的磋商； 谈判也应该是建设性
的、平衡的，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他还指出，美方依据“301调查”对中国加
征关税， 既违反GATT1994第二条项下美方
的关税减让承诺， 也违反第一条项下的最惠
国待遇义务，是对多边贸易规则的公然挑战。

“至于如何解决中美贸易争端，我认为解
铃仍须系铃人，美方必须停止其错误做法，收
起其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通
过双方平等、互利磋商，才能找到合作共赢的
解决办法。”高峰说。

美对华征税清单一旦实施对谁影响大

� � � �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签署的总统
备忘录，美国对华产品征税建议清单将在15
天内公布。清单一旦实施，将对中国、美国、世
界产生什么影响？

高峰列举了一组数字：2017年中国的对
外贸易货物贸易总额超过了4.1万亿美元，其
中对美货物进出口超过5800亿美元，占到我
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1%； 中国的对外非金
融类直接投资1200亿美元，其中对美投资78
亿美元，占到总额的6.5%。

“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有底气、有信心应

对任何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做法。”他说。美方
的行径开启了非常恶劣的先例， 对中国产品
征税，这是公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把多边贸
易体制完全抛在脑后， 是对多边规则的蔑视
和践踏。

高峰指出，美方的恶劣行径可能引发
贸易保护主义的连锁反应 ， 使本已复苏
的全球经济再次蒙上阴影。同时，美方的
征税举措还会使美国国内的原材料和消费
品的价格上涨，影响美国的制造业和消费者，
最终伤害的是美国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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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摩擦
能否磋商缓解
———商务部回应中美经贸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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