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出手了！4月2日，针对特朗普挑起
的中美贸易战，中国的应战落下实锤，正式
宣布对美国7类128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再次用实际行动， 向世人宣示面对贸
易战，一不怕二不躲的坚决态度。

合作比对抗好， 打贸易战从来都没有
赢家。作为世界贸易规则的坚定维护者，中

国不想打贸易战。 然而特朗普不按规矩出
牌，执意挑起贸易战，我们也别无选择，只
能果断出手，奉陪到底，让其付出代价。

中国宣布的这份报复清单， 涉及约30
亿美元的水果、猪肉等美国产品，报复规模
与美国钢铝关税给中方造成的损失对等。
这再清晰不过地展示了中方誓不妥协、将
对美方所有无理征税坚决还击的决心。

中国只有坚决还击， 把特朗普政府的

气焰打压下去，他们才会知道，中国绝不会
拿国家利益作交换， 美方每采取一项损害
中国利益的行动， 都可以提前预知针锋相
对的报复行动到来，以后如果肆意挑衅，也
会掂量掂量后果而有所收敛。

特朗普政府此次加征关税，主要针对《中国
制造2025》中的重点发展领域，以此来阻止中国
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科技的突飞猛进。这再次警示
我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遏制中国崛起的企图不

会改变。 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与产业转型升级，我
们面临的外部压力和挑衅将会日益增多。

我们要以此次中美贸易战为契机，把
挑战转化为动力， 推动国家更加深刻的变
革，推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加快产业体系
的转型。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如商业航空
器、半导体、生物机器、软件等核心技术领
域要后发赶超，今后面对他国无理挑衅时，
我们才会更有实力，也才更有底气。

。 。 。 。!"#$%&'#()*+,-
./0123# 456789:;
<= >5?@ABCDEFG:;
<=HIJ/KLMNOPQRST
UVWX:YZ[\]^_`a#
TbcdefghijkAlCm
FG:nopq=rstuvwR

STUVx !""# yz{|
}# ~ST����?�Z���
�= ��ST��:������
����= ����r��Z��
��� ¡S¢¡£¤¡¥�¡¦§¡
¨©ªh«¬:��®¯°�±

��UVR MST����²³´
µ:¶·= 5ST¸¹º»?��
��¼q:S¢½3R ST¸¹¾
¿ÀºfS¢ÁÂÃ�ÄÅ:Æ
�= ÇÈSÁÂÉSTUV���
�� ÊËR STUVÌÍÎ�S
TxÏCmÐ�¡ÑÒ:xe�Z=
ÓÔST¨©¡eÕ¥�¡STÖZ
ª×ØÙ�±ÚÏ:ÛMÜÙ=?
����¼q'Ý-Þ3= ßST
�����?àáânãäå-2
æçè:éêÃëìíR

âîï5FGð×: è=ñò

óy:STUV?Ã¯â��±
�-2èrôCmõ3FG=MØ
Ù�±ÚÏÛMÜÙ:vö>?
ghe÷�øùúðgû:=üý
?�FG:n-��[\R

þÿ!"#=$%&'×=å:
no/�Z()üNO�*R MS
TUV%+��:,ÿ= M-Ùä
å-2:Í./= ST89ÌÍx
ÏM0:Y=1$r2no=34r
536=rs7zúgäå:8×R

$ 9 % := ;STUV<{=
=>'?±@ABCÂD¡EFD
G{:STUVHIJKLÇM
=>MÈûNOwR45STUV
!"&# yO{:PIû�noJK

L= QöÇRSTUV.W@¡V
. X¡¥E�Z¡±IJCYZ¡
¥�[L\]¡'(¡w^nY¡_`
abªìcdÍ &)" «:efR

MJKL¯g=Ç e ) «�
hB=ijkc�h¡lmnoª
ì�=p�q¯=>rstÊËS
Tuvwx/y��¡z�{"|
}~��¡ ��������=t
��Hnr�r��¡�à=�Ù
��üô��q�_àST:�
�CZ���ST����ÊËR

?ì�Ù��c�= JKL¯
g� p_����B¡ ���U
B¡c�ª�B¡U/c�B¡/�
�ef��Bª= �Ù��RSr

����ÁÂR
â sno= *5 s�Z:

8×R èÚ¡JKL:¢£n¤=S
T s¡¥¦§rfno=�¨§r
fnoC©ª«1$3:¬È¡5
®¯¡y¿°S¡±²³´ª=µ
s¶:5ü�¨nor«·%B
¸FGÿ7:8×¡r«¹eâ"º
»è:îïk\R

!"#$%&'()*+,-./0123456789:;

!"#$%&'(
!)*+,-"

!"#$% &'()*+ !" ,!&'-./012345*6 ##! 7" $ 8 9 12:;9 " 7<=>?@A
B C D EF "$%#$$#&#!' GH ()'"*$$%%''+( "%)$$&+'!%+

!"#$% !"#" &' ()*+,-./)01
23456% !#$% &789:;<=>?@=>?A
=BCDE?FGBHIE?JKLMN?KLOPQ
R?STUVA?WXYZ[B\]?^=_`abc
defghiaj;kl"mno)*=>pqrs
tuvwxyz{|}~���`��������

)*+�-./)��?)��7+�-./)
��?)��?)�����l"S�ml"�)*�
�./�����l� � �¡¢£¤¥��¦R§
¨©)*��./ªl"l� 7«"¬p®¯°
±²³´� µ¶·«"¸u¹ºj»¼7½¾¿Àu
ÁÂ�

«"�¢£ÃÄÅÆÇÈÉÄÅÊËÌÍ�ÄÎ
Ïp®' ÐÑÒÄÓ"Ô�ÄÕÖ ×Ø &'!()*(Æ
+()**Æ!()*,Ù�

!"#¢£ÚÛÜNÝ -Ö×.(Þßàá¢£âyãäÙ
$%&/0+*'",+"###1 1 ""!!/#*

! ! ! !'"&222345678839:6

!"#$%&'()*+,-)./

!"#$%&'()*!"+#",$!#!"#$%&-.*

!"#$%&'()

! ! !" "#$% &'()*+,-./01234
56789:;<2=>?6@A9:%BCD-.E)F
:GHIJKL2=MNOPQRS/TU

789:#V WJX Y*Z[\]^_ àbcX̀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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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月2日， 中方发布针对美国232措施
的产品征税清单， 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
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 分析人士
指出，中方此举可谓是先礼后兵合理反击，
如果美国继续一意孤行，中方将再还击。

美严重侵犯中方利益，
并有很大外溢效应

此次中方发布的加征关税清单中，对
水果及制品等120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
率为15%，对猪肉及制品等8项进口商品加
征关税税率为25%。按照2017年统计，涉及
美国对华约30亿美元的出口。

4月2日生效的征税行动主要针对美国
3月初提出的232措施，即美国对进口钢铁
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

虽然232措施并非针对单一国家，但是
美国此后不断通过“豁免”方式，换取其他
国家在贸易谈判中对美方提出的条件。

“虽然中国不是美国最大的钢铁出口国，
但美国的措施相当于动员其他国家一起压制
中国，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而且违反了WTO

的非歧视原则，严重侵犯了中方利益。”商务部
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说。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经济战略研
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表示， 美国的做法背
后有着“老辣”的设计。对多国征税看似公
平，但通过“豁免”方式来操纵，结盟的同时
实现了只针对中国的目的。更危险的是，一
旦形成结盟， 可能会在更多贸易议题上对
中国发难，营造围堵氛围。

先礼后兵合理反击，
中方做法符合WTO规则

对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恶劣行径， 中方
并未采取同样的单边报复行动， 而是严格
遵守世贸组织的相关程序，可谓先礼后兵。

3月26日，中方根据《保障措施协定》在世
贸组织向美方提出贸易补偿磋商请求，美方拒
绝答复。鉴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可能，3月29
日， 中方向世贸组织通报了中止减让清单，决
定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中国采取30亿美元对美反制措施，
以平衡美方232措施对中方造成的利益损

失，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维护，是十分
克制和理性的。”白明说。

据悉， 在商务部发布中止减让产品清
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期间， 大量民众通过电
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对措施及产品清单表
示支持， 赞成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和产
业利益，部分民众还建议增加措施力度。

财政部关税司有关负责人强调， 我国
倡导并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对美中止关税
减让义务是我国运用世贸组织规则， 维护
我国利益而采取的正当措施。

美资在华企业也表达了对支持开放公
平市场的立场。GE集团表示， 支持开放市
场以及通过国际贸易体系来解决贸易争
端。开放和公平的竞争是提升价值、增强经
济竞争力、提升创新力的最佳途径。

30亿美元力度不够大？
若美一意孤行中方将再还击

有观点认为， 中国对美约30亿美元商品
的征税， 相比美方对华301调查中涉及的600
亿美元商品的征税，力度不够大。其实，30亿美

元只是针对美国采取的232措施。对于美国的
301调查，中国还未真正亮剑。

“232措施只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连环
拳中的一招， 中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据有
节的反击。此事也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如果
美国继续一意孤行，我们将再还击，让美国
感到疼痛。”李永说。

业内人士表示， 如果贸易摩擦继续下
去，势必对两国甚至更多国家带来伤害，将
造成多输的局面，不会有任何一方是赢家。

美方日前将对华征税产品建议清单公示
天数从30天延长到60天，并且表示，美中两国
政府有望通过磋商避免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对于磋商谈判的立场，中方一直未变。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中方谈判磋商的大
门始终是敞开的，但是，谈判是有原则的。中方
不会接受在单方胁迫下展开任何的磋商。

他表示， 希望美方尽快撤销违反世贸
组织规则的措施， 使中美双方间有关产品
的贸易回归到正常轨道。 双方应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实现共同发展，避免后
续行动对中美合作大局造成更大损害。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若美一意孤行
中方将再还击

� � � �4月2日，中方发布针对美国232措施的产品
征税清单， 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
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
加征关税，对水果及制品等120项进口商品加征
关税税率为15%， 对猪肉及制品等8项进口商品
加征关税税率为25%———

肖丽娟

� � � “我们不开心，” 美国滑雪胜地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一
家纪念品商店的店主迪安·霍尔曼忧心忡忡。对于美国总统
特朗普即将宣布的对华加征关税产品清单，霍尔曼坦言，因
所售商品利润并不丰厚，加征关税将令自己的成本上升。

3月末以来，特朗普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服装鞋帽
加征25%高关税的消息已引起阿斯彭商家的严重不
满。作为户外休闲产业链条上的重要环节，装备价格上
涨将对整个产业发展造成严重打击。

美国户外产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在美国户外休闲
业进口装备中，41%的服装、72%的鞋靴和84%的旅行用品
来自中国，而这些产品平均关税已达到17%。该机构执行主
席阿米·罗伯茨表示，加征关税带来的高昂价格将令热爱户
外休闲活动的普通美国民众难以接受。

阿斯彭所在的博尔德县户外产业协会副主席亚历克
斯·博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据测算，增加关税后，经过代
理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三道主要环节，货品价格可能翻番。

罗伯茨为此算了一笔账：“比如现价400美元的滑
雪服，在现有27.7%的税率基础上增加25%，成本增加
100美元，但到了消费者手中，标价会增加300美元。而
现在200美元的登山鞋，就会变成360美元一双。”

在阿斯彭著名的汉密尔顿滑雪用品店里， 顾客亚
历克斯·温内克尔告诉记者：“价格若涨一倍，我买这些
东西会犹豫。”

在美国，旅行、徒步、骑行、滑雪等户外休闲活动是
人们最主要的日常娱乐方式之一，因此，户外休闲产业
也成了美国经济支柱之一。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今年2
月公布的数据，2016年美国户外休闲产业占美国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

3月， 美国户外产业协会和美国冰雪运动产业协会等
40多家相关贸易协会致信特朗普，指出对中国进口产品贸
然增加关税的严重后果。贸易协会一致认为，特朗普的关税
政策会摧毁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导致美国人难以享受健康
和积极的生活方式，并最终令选民们愤怒。

（据新华社洛杉矶4月1日电）

美国户外休闲产业
将因加征关税“受伤”

� � � � 据新华社柏林4月1日电 柏林世界经济研究所宏
观经济部主任克里斯蒂安·德雷格日前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 国际贸易使得各国能够按照各自产业竞
争优势进行全球分工。因此，某些国家的特定行业一旦
失去竞争优势，势必面临颓势。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违反上述市场规律，势必有始无终。

德雷格以美国最近决定加征钢铝关税为例说， 美国
的国家竞争优势在于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其钢铁
等产业已失去竞争优势，势必面临就业流失等局面。

他说，在削弱其他国家钢铁产品竞争力的同时，高
关税也将导致美国国内钢铁价格上涨， 从而使汽车等
钢铁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上升， 拖累这些产业的全球
竞争力，从而造成“多输”局面。

德雷格说， 一旦发生贸易战， 潜在损失将十分巨
大，因此各国决策者们需要格外谨慎，避免让贸易紧张
局面升级。

德国专家:

美国保护主义政策
违反市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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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挑衅，增加实力才有底气天下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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