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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 阐明中国对
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 推动问题合理解
决， 中国政府日前发布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
的事实与中方立场》 白皮书， 以大量事实和
翔实数据， 说明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和
贸易霸凌主义行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危害，
展示中国坚定维护国家利益、 坚定维护多边
贸易体制的决心和意志。 白皮书发布后， 在
国际社会引发热议。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休斯敦分校教授乔
恩·泰勒认为， 白皮书阐明了中国在中美贸
易摩擦问题上的立场， 充分指明了事实上中
美之间的贸易比美方认为的更加平衡。 在阐
述中美贸易关系时， 白皮书有理有据， 十分
具有说服力， 其中所持观点与许多西方经济
学家一致。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
布·古普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白皮书显示出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与实
践都“符合国际法和经济学原理”，“中国
一直愿意寻求在双赢原则基础上谈判解决
争端”。

令古普塔感到遗憾的是， 美国无意追求
双赢， 并试图重新改变世界贸易规则， 实行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 这对
国际经济秩序构成严重威胁。

在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
奇看来， 白皮书“非常有效地” 详细阐明了
中方对美方指控的回应， 并明确指出了美方
的不当做法。

白皮书指出， 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 各
国经济基于经贸关系的相互关联度越来越
高。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主计长余淑婷对此表
示认同。 她说， 世界经济是紧密相连的链
条， 对世界上任何国家、 任何地区而言， 中
国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贸易摩擦已经给加州的农业、 科技产业
等多个领域造成了不利影响。 余淑婷说：
“我们需要中国， 加州的大门依然敞开。 只
有通过加深合作， 才能够携手发现机遇， 共
享繁荣。”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
在柏林出席“德国工业日” 活动时也表示，
贸易战将严重威胁全球经济增长， 世界无一
地区会幸免。 他对美国近日再次对中国商品
加收关税表示“极大担忧”。

德国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助理研究员

马克斯·哈尼施告诉新华社记者， 美国贸易
保护主义政策和征收惩罚性关税， 对全球
多边贸易体系以及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构
成威胁。

匈牙利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伊诺
陶伊·安德拉什强调说， 世界各国都有责任
坚持并加强多边贸易体制， 在世贸组织规则
下解决贸易争端。 正如白皮书所言， 贸易保
护主义最终也将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特别是
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除了美欧专家，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
和专家也同样表达了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的忧虑。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罗尼·
林斯说， 经贸摩擦不断升级， 已经对全球多
边贸易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中美两国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对全球经济发展有
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两国之间的争端将给全
球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他认为， 中国在此时发布白皮书， 是为
了避免贸易摩擦进一步扩大而采取的建设性
做法， 显示了中国一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
争端的态度， 强调了作为世界最重要经济体
之一， 中国应当具有的担当。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长彼得·卡戈

万加说， 当前的经贸摩擦正在伤害全球贸
易， 也给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带来负面影
响。 中美两国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对世界经
济增长十分必要， 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
减贫事业也有积极意义。

对于“美国优先” 政策， 卡戈万加说，
这一政策煽动孤立主义和反全球化的趋势。
美国政府应该考虑一个更富弹性的全球贸易
政策。 他认为， 中国发布白皮书意味着中国
在国际关系中寻求一条和平的道路， 特别是
在贸易关系领域。 这一举动说明中国希望构
建一个可以促进全球繁荣的框架。

德黑兰大学教授、 国际问题专家马兰迪
指出，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彰显和
谐发展的国际理念， 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
同时， 中国在科技水平、 工业体系和消费潜
力等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 中美经贸摩擦不
会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造成阻碍。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
执行董事李兴裕认为， 白皮书让外界能够更
清楚了解中美经贸摩擦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停止经贸摩擦对于避免给全球贸易和世界经
济带来负面影响极为重要。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白皮书有理有据
合作共赢是正途

———国际社会关注《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

� � � �图为《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中文版和英文版。 新华社发

� � � � 新华社联合国9月25日电 美国总统
特朗普25日在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上发表演讲，为其上任以来奉行的“美国
优先”政策辩护，并称反对全球主义理念。

特朗普首先吹捧自己的政绩， 称其政
府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取得的成就“几乎超
过”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他的这番话
引来一阵哄笑。

特朗普在演讲中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国际刑事法院等多边机构以及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等多边协议，称“绝不会将美国的主
权让渡给一个未经选举、不负责任的全球官僚
机构”。他还称，美国“反对全球主义理念”。

特朗普说，美国正严加审查其对外援助，
今后只会向“朋友”提供外援，希望其他国家
为自身国防花费承担“公平的份额”。他表示，

美国不会支付超过25%的联合国维和预算。
他还在演讲中批评伊朗和委内瑞拉等

国政府。在巴以问题上，他说，美国奉行“有
原则的现实主义政策”。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特朗普说，他与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颇有成效，但
是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美国在朝鲜半岛实
现无核化之前不会解除对朝制裁。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 特朗普的演讲
让多国与会代表频频摇头、皱眉。演讲后，
特朗普在“礼貌、冷淡的掌声”中走下讲台。

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第二次
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去年9月19
日，特朗普在联大的“首秀”发言中抨击朝
鲜和伊朗，并阐述其“美国优先”理念，引发
许多与会者的质疑。

特朗普在联大演讲中称
反对全球主义理念

� � � �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伊朗总统
哈桑·鲁哈尼25日在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期间分别发表演讲， 耗费大篇幅
批评对方政府。

特朗普威胁对伊朗施加更多制裁，鲁
哈尼则批美方逆多边主义潮流的做法显现
“智力不足”。

特朗普咄咄逼人
特朗普发言顺序排在鲁哈尼前面。在

大约35分钟演讲中，特朗普将主要矛头对
准伊朗，批评伊朗破坏中东地区稳定、怀揣

“核野心”。
特朗普说：“伊朗领导人散布混乱、死

亡和毁灭。他们不尊重邻居、边界或其他国
家主权。”美国指认伊朗在叙利亚、也门等
国扶植什叶派武装、打代理人战争。伊朗则
批评美国偏袒以色列，干涉地区事务。

他说， 美国11月5日将恢复对伊朗能
源和其他领域的第二轮制裁，“后续还会追
加制裁”；另外，美国正敦促其他国家“显著
减少”进口伊朗原油。

美方先前对伊朗原油下达“封杀令”，
对进口伊朗原油的国家以金融制裁相威
胁。韩国、日本等国已经完全停止进口伊朗
原油。伊朗方面回应说，如果美方“封杀令”
使伊朗无法出口原油， 伊朗将封锁霍尔木
兹海峡。

特朗普还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
际刑事法院等多边机构，称“绝不会将美国
的主权让渡给一个未经选举、 不负责任的
全球官僚机构”。他说：“美国是由美国人治
理。我们摒弃全球主义理念，我们拥抱爱国

主义信条。”

鲁哈尼不甘示弱
鲁哈尼在演讲中炮轰美国政府退出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做法， 暗示特朗普频
频退出多边机制的举动缘于“性格缺陷”。

鲁哈尼说：“对抗多边主义不是强者的行
为，相反是智力不足的症状，它暴露了某些人
缺乏理解这个相互联系的复杂世界的能力。”

他指认美国违反国际法和不履行伊核
协议的“国家义务”，意图颠覆伊朗政府。

他说：“我们得依据什么样的基础和标
准才能与这样一个胡闹的政府谈协议？讽
刺的是，美国政府一边邀请伊朗对话，一边
打算颠覆伊朗政府，甚至都不隐藏一下。”

美国国务院上月中旬宣布设立“伊朗
行动小组”， 以落实对伊施压的具体举措。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随
后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认定“伊朗行
动小组”幻想以政变方式颠覆伊朗政府。

鲁哈尼声明，他“不需要与特朗普合影
的机会”。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推特发
帖，称伊朗方面“请求”他与鲁哈尼会面，他
予以拒绝。

特朗普先前多次提及与伊方对话的可
能性。他本月初回答记者提问时没有排除在
联合国大会期间与鲁哈尼会面的可能性。

就特朗普所言伊方“求见”，伊朗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25日告诉路透社记
者，伊方没有提出过会面请求。鲁哈尼24日
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 说他没有打
算在联大期间与特朗普会面。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特朗普鲁哈尼联大“互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