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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4日发布了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针对美
国公布的301调查结果，中方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飞机等进口商品加
征25%的关税，涉及中国自美进口金额约500亿美元。

美国时间2018年4月3日，美国政府依据301调查单方认定结果，宣布将对原产
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约500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这一措施明显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严
重侵犯中方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享有的合法权益，威胁中方经济利益和安全。

对于美国违反国际义务对中国造成的紧急情况，为捍卫中方自身合法权益，中
国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将对原
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
税率为25%，涉及2017年中国自美国进口金额约500亿美元。

� � �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日依据“301调
查” 结果公布拟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建议
清单， 涉及每年从中国进口的价值约500
亿美元商品。日前，美国农业、畜牧业和制
造业领域的协会纷纷在电视、 网络平台打
广告， 反对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单边主义
举措，呼吁通过谈判解决中美经贸问题。

农场主
我们是贸易战首要受害者！

“中国是美国大豆的最大客户，我们将
会成为贸易战的首要受害者！特朗普总统，
请支持自由贸易！”印第安纳州农民拜布尔
在热播的30秒电视广告中说。

这则由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组织筹资
投放的广告于3月29日发布，将在美国福克
斯电视台、 有线电视新闻网及视频网站上
播放两周。

拜布尔拥有5000英亩的农场，主要种
植玉米和大豆。临近大豆播种季，原本支持
特朗普的拜布尔心急如焚， 政府贸易保护
举措给农场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美国大豆协会数据显示， 美国每年大
豆总产量近三分之一出口中国，价值140亿
美元。大豆协会会长海斯多费尔警告，如果

美大豆业遭报复， 成千上万美国农民定会
受损。

养殖户
政府正掐断行业生命线！

“贸易和出口已成为行业生命线。”美国
全国猪肉生产商理事会副主席乔达诺说。

在名为《自由贸易令美国猪肉繁荣》的
广告片中，这家代表6万猪肉生产者利益的
行业组织劝说美国政府： 如果丢掉已有市
场，整个行业将陷入困境。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
2018年4月2日起对自美进口的128项产品
加征15%或25%的关税。其中，对猪肉及制
品等8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25%。

2017年， 美国猪肉总产量26%用于出
口，价值65亿美元。过去十年，美国年均猪
肉出口量全球第一，支撑着11万就业岗位。
中国是美国猪肉第三大出口市场， 去年进
口了10亿美元的美国猪肉。

中国的反制措施令原本将出口中国的
猪肉进入本地市场，导致肉价暴跌。

在美国中部艾奥瓦州近100个县中，
处于西北角的苏县农业出口最多，2016年
相关出口额达3.5亿美元。

42岁的养殖户格鲁滕惠斯去年卖了2.5
万头猪，但今年可能“血亏”数十万美元。

2016年美国大选中，81.3%的苏县人把
选票投给特朗普，是特朗普在全国得票率第
二高的县。但如今，调查发现，很多当地选民
已倒戈。 养殖户施密特说：“情况正变得糟
糕，如果有更好人选，我们会考虑换人。”

制造业工人
请对关税说“不”！

“总统，我们指望你帮我们留住工作机
会，对钢铁关税说‘不’！”面对镜头，来自不
同工厂的6名伊利诺伊州制造业工人，发出
同样呼声。

这是一则由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制作
的广告，3月中下旬起在福克斯、 全国广播
公司等电视台播放。在视频网站优兔上，播
放量已达十余万次。

美国政府针对钢铝产品征高额关税的
措施已正式生效。 这令拥有900多家成员
的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很“失望”。

协会总裁斯莱特说， 征高关税已导致
钢铁价格上涨，干扰设备制造商生产经营，
给营商环境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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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

美国贸易霸凌
会造“十种伤”

美国农业、畜牧业等协会：
我们是贸易战首要受害者！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针对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公布对华301调查征税产品建议
清单，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日表示，妄图通过
施压或恫吓使中国屈服，过去没有成功过，今
天也不会。

关于美方措施对中方将会造成多大影
响、中方能否承受的提问，耿爽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贸易战没有赢家，发起者最终都将损
人害己。 美方的措施首先伤及的是美方自身
利益。

他说，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风雨
历程，我们经历了诸多挑战和困难、干扰和打
压，但正是在化解、克服、应对的过程中，我们
的实力不断增强，自信不断增加。妄图通过施
压或恫吓使中国屈服，过去没有成功过，今天
也不会。

妄图通过施压或恫吓
使中国屈服不会成功

外交部

� � � � 综合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针对美贸易
代表办公室刚刚公布的对华301调查征税建
议，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第一时间发表谈话，表
示中方坚决反对，并将于近日依法对美产品采
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做法严重违
反了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中方拟立即
将美方有关做法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
受文说，中方不愿意打贸易战，因为贸易战中没
有赢家。“如果美方愿意谈， 我们愿意在平等磋
商、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磋商，解决分歧。”

不过，王受文强调，如果一方坚持要打贸
易战，中国也不怕。“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
开。”他表示，如果有人坚持要打，我们奉陪到
底。如果有人愿意谈，大门是敞开的。

商务部

环球时报社评

大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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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 � � �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4日下午宣
布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
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 这些被涉及的商
品共约500亿美元。

这是北京对美方4日早上公布对中国科技
产品加征关税建议清单的明确报复。 尤其引人
注目的是， 中国的反制清单包括了美国生产的
大豆、汽车、化工品等，它们都是美方发动贸易
战最怕中国报复的领域。

我们认为， 中国政府的快速出手干得很
漂亮。 它没有辜负中国公众和世界舆论的期
待， 非常契合中国社会与美国霸道贸易政策
死磕的决心， 也帮世界上近来不断受美国贸
易威胁的国家出了一口气。

美国经济哪里像华盛顿鹰派精英想象的
那样，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中国一直不愿意
与美国打贸易战， 但既然华盛顿逼上门来要
打，那么与它痛痛快快打一场也好。美方可以
感受一下它到底能从贸易战中得多少好处，
吃多大苦头， 了解它挥舞大棒遭到中方蔑视
是多么尴尬。不吃一次大亏，华盛顿是改不了
动辄以威胁恫吓当外交工具的坏毛病的。

很多人倾向于相信， 美方公布500亿美元
关税计划是向中国叫价的方式，是美方摆出压
中国在谈判中让步的筹码。 如果真是那样，华
盛顿必输无疑。因为中国已经做好了与美国真
打的思想准备，为打贸易战对中国社会必须做
的舆论动员实际上已经完成。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甚至已经不想停下来，因为他们觉得大概早
晚要与美国打这样一场“史诗级的贸易战”，帮
助美国建立起面对中国时的理性。

把贸易战打下去， 中国的后手同样一点
不比美国少。 其中最令很多中国学者兴奋的
是围绕美元采取行动。他们主张，中国已是世
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也已是第一大石油等
大宗商品的买家。 中国可以全力将人民币推
为结算货币，减少美元的结算应用，那将对华
盛顿产生巨大压力。

总之，这是势均力敌的贸易战，而非力量
悬殊的惩罚游戏。 贸易战的尽头决不会有美
国的凯旋门，关于这个结果，我们现在就可以
告诉华盛顿。

（摘自环球网，有删节）

中国重拳回击，
美方带着痛苦反思吧

对美产品采取同等力度、
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

拟对美大豆、飞机等约500亿美元商品征税

中国
回击

打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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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国新办在北京举行吹风会，财政部
副部长朱光耀、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就中美贸
易有关情况答记者问。 新华社发

漫画/傅汝萍

2

3

4

5

6

7

8

9

10

狭路相逢

� � �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美东时间3日
依据“301调查”结果，公布建议加征关税
的中国商品清单，涉及每年从中国进口约
1300种、价值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国际
观察人士指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将
对美国自身、世界经济，以及全球合作等
多方面造成伤害。

伤贸易，逆差难逆转
众所周知，美国贸易逆差是结构性问

题， 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投资率高于储蓄
率，导致资本项顺差和贸易项逆差。因此，
特朗普提出的诸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
扭转贸易逆差于事无补。

专家认为，特朗普的“任性”举动，不
仅难以达到减逆差目标，而且会破坏原有
的贸易稳态。

伤消费，民众掏腰包
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无疑将导致美

国相关商品价格上涨， 通胀水平提高，实
际上是对美国消费者自身的“征税”。

前不久，包括沃尔玛、梅西百货、百思
买在内的25家美国知名零售商联合致信
特朗普，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对从中国进口
的产品加征关税，以免损害美国消费者尤
其是工薪阶层利益，扩大贫富差距。

伤就业，所得不偿失
美国世界贸易咨询公司研究显示，特

朗普先前征收钢铝关税的决定虽将保护美
国钢铝业岗位，但会冲击下游行业就业，相
当于“每增加1个工作岗位就要损失至少5
个其他工作岗位”。代表美国零售、科技、农
业和其他消费品行业利益的45个行业协会
也表示， 加征关税会令美国制造业成本增
加，扰乱现有供应链，降低美国制造业出口
竞争力，从而影响美国就业。

伤金融，风险陡增大
加征关税已导致对经贸政策颇为敏感

的纽约股市承压下行，一旦美股“崩盘”，长
牛市“宣告”终结，将令全球金融市场风险陡
增。摩根士丹利、美银美林等多家投资机构
普遍预计，今年年中美股或将面临大幅回调
压力， 而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的频繁出手，
无疑在加剧投资者的恐慌情绪。

伤增长，长期弊端大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报告指出，美

国施行加征关税类的贸易保护措施，并不
会提高美国民众福利，对经济增长的长期
影响弊大于利。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
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特朗
普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信息和通讯技术
产品加征25%的关税，将导致美国经济未
来10年损失约3320亿美元。

伤伙伴 ，
各国齐批评

今年3月，特朗普宣布
加征钢铝关税这一贸易保
护主义作法， 已遭到国际
社会的普遍反对。 欧盟和德国、法
国、日本、土耳其等国在表示担忧和
批评的同时，纷纷表示考虑采取反制行动。

伤信誉，损害大国名
经济学家指出，“301调查”由美国自

身发起、调查、裁决、执行，具有极强的单
边主义色彩，有失公允，也绝非一个有
担当、有影响力的大国所为。如果特朗
普一意孤行，长期来看，美国必将“自
损”颜面，“自伤”领导力。

伤世贸，多边受冲击
美国加征关税，如果其他国家向世

贸组织提诉， 胜则美国政府可能无视判
决一意孤行，削弱世贸组织权威；败则可
能导致各国效仿，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如
果其他国家不向世贸组织提诉， 则可能
意味着国际社会对多边
贸易体制丧失信心。无
论何种结果都不利于国
际多边贸易体制。

伤 世 界 ，
复苏或受挫

世界经济自全球金
融危机以来复苏已有9
个年头， 去年更实现难
得的“同步复苏”。贸易
战一旦爆发， 世界经济
的良性复苏势头必将遭
受严重挫折。 华盛顿智
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显示， 如果全球爆
发严重贸易战，即关税增加40%，则全球经
济将重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伤大局，失序令人忧
美国外交学会资深研究员爱德华·奥尔

登对记者说，一旦贸易战打响，当下世界经
济合作的大格局必定被打乱。他认为，相对
较好的可能是相关各方加深谈判对话，重塑
现有合作格局。 如果全球各国效仿美国做
法，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策略，加深贸易壁垒，
世界经济格局将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

（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