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颜亮 韩洁 高攀

5月9日至10日，在华盛顿举行
的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牵动全世界目光。磋商期间，美方
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的关税从10%升至25%。 对于美方
此举，中方深表遗憾，并将不得不
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同时再度重
申：加征关税无法解决问题，合作
和协商才是正确出路，但必须以尊
重彼此核心关切为前提。

贸易战没有赢家！美方再度高
举关税大棒加剧中美经贸摩擦升
级风险，震荡的全球资本市场发出
警示：这一单边主义行为对中美双
方不利，对全世界也不利。正是看清
这一点，面临加征关税威胁，中方代
表团依然顶着压力赴美磋商，以负
责任的举动展现出继续推动磋商
解决分歧的最大诚意。

中美双方经过十一轮经贸高级
别磋商，已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
大市场准入、 促进双边贸易平衡等
方面取得诸多实质性进展， 但在中
方核心关切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正
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
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
人刘鹤在磋商结束后对媒体释放出
的信息，谈判并没有破裂，出现暂时
的问题不可避免， 中方在原则问题
上也不会妥协， 但双方都有意愿继
续保持磋商， 并同意未来北京再见
面。 这些积极信息让外界对双方协
商解决分歧更为审慎乐观。

解决好分歧继续推动磋商，双
方必须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在相互
尊重、平等互利原则下相向而行。

如刘鹤所表示， 中方需要有一
个平等的、有尊严的合作协议。事实
再次证明，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 是磋商顺利推进不可逾越
的“底线”和“红线”；而确保双方磋商
地位平等、磋商结果双赢，更是最终
能达成协议的根本保证。 如果始终
一方压着一方谈判， 或结果只能一
方得利，磋商之路注定越走越窄。

据了解，目前双方在取消全部
加征关税、贸易采购数字应当符合
实际以及文本平衡性三个中方核
心关切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取消全部加征关税，其实也是

美国商界、农民的普遍诉求。美国
140多家行业协会近期联合致信美
国总统特朗普，指出美方对华加征
关税实际也是对美国企业和消费
者加税，会造成企业裁员、投资推
迟、物价上涨等问题。他们认为，如
果最终未能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也
意味着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违背
了承诺”。

解决好分歧继续推动磋商，双
方必须辨明合作的大势所趋，拿出
更多智慧寻找两国间的“最大公约
数”。

正如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可能
倒退回一个个小湖泊、 小河流，对
走过40年的中美关系而言，无论前
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
是唯一正确选择。平等互利的经贸
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
进器”， 从建交时双边贸易不足25
亿美元， 到如今超过6300亿美元，
伴随经济全球化浪潮，全球产业链
上的中美经济早已密不可分。

顺应这一潮流，双方关键应保
持战略定力，努力增进互信，解决
好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能否在坚
守原则底线基础上，照顾好彼此的
核心关切，推动经贸磋商回到解决
问题的正确轨道，考验双方团队的
智慧。

历史和现实已经表明，打打谈
谈或将是中美解决经贸摩擦的常
态。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已经做
好全面应对准备，也会理性对待后
续磋商。 就像马拉松赛跑最后一
程，接下来双方会就协议文本逐条
磋商，未来也将以更大耐心、更强
定力看待中美经贸磋商反复博弈
的可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做好应
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充分准备。

对中国而言，大国成长过程中
经历一些事情不是坏事。历经70载
风吹雨打，中国既有深厚实力和巨
大潜力，也有强大抗打击和抗风险
能力，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应对
各种风险挑战。 未来逐梦路上，中
国更坚信，唯有用好改革开放这个
“关键一招”， 推动高质量发展，做
强国内市场，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应
对挑战能力，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
前景。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0日电）

� � � � 连日来， 美国国务院官员关于
“文明冲突” 的表态在美国国内遭到
广泛质疑和批评。多名美国专家学者
批驳说，这种基于“文明冲突论”的观
点漏洞百出，过度夸大“中国威胁”，
是对中国和美中关系的误读，凸显了
一些美国官员在对华政策上的傲慢
态度。如果基于这一理念制定政策并
付诸实施，将为美中关系蒙上阴影。

据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策规划的主管官
员基伦·斯金纳日前在华盛顿参加论
坛活动时表示，美国务院正在制定一
项针对中国的战略，该战略基于“与
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较量” 的理念，
这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 斯金纳

称，中国的政治体系并非西方文明的
产物， 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独特的挑
战。

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
级研究员欧汉龙说，用“文明冲突”的
框架定义美中关系会让美方相关政
策显示出“惊人的傲慢和敌意”。他认
为，“文明冲突论”过分强调美中之间
的分歧。虽然两国在政治、文化等方
面有不同之处，但双方也有很多共同
利益。他表示，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
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改善，扶贫领
域成绩斐然，美国应对此予以承认和
认可。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

尔·韦斯特认为， 美中两国应继续保
持对话、避免出现新冷战，这一点非
常重要。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智库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说，斯
金纳的言论显示其对美中关系一知
半解。他认为，美国应抓住一切可能
的机会和中国开展合作，相关人士应
为美中关系发展提供建设性建议。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
究员迈克尔·斯韦恩认为， 斯金纳的
言论表明美国正在走上一条危险的
道路。虽然中国在一些领域是美国的
竞争对手，但中国“也是美国和其他
西方国家必须合作的国家”。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0日电）

� � � � 新华社华盛顿5月11日电 （记者
韩洁 高攀）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
磋商于5月9日至10日在华盛顿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在
磋商结束后对媒体表示， 中美关系十
分重要，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
石”和“推进器”，不仅涉及两国关系，
也涉及世界和平与繁荣。 合作是双方
唯一正确的选择，但合作是有原则的，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决不让步。

刘鹤表示，中方此次带着诚意来华
盛顿磋商，与美方进行了坦诚、建设性
的交流，双方同意继续推进磋商。中方
强烈反对美方加征关税的做法，这不利
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整个世
界，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刘鹤强调， 双方的协议必须是平
等、互利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决
不让步。 目前双方在很多方面达成了
重要共识， 但中方三个核心关切问题
必须得到解决。 一是取消全部加征关

税。关税是双方贸易争端的起点，如果
要达成协议， 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
消。二是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双
方在阿根廷已对贸易采购数字形成共
识，不应随意改变。三是改善文本平衡
性，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尊严，协议文
本必须平衡， 目前仍有一些关键问题
需要讨论。去年以来，双方谈判出现几
次反复，发生了一些曲折，这都是正常
的。在双方谈判仍在进行的过程中，随
意指责“倒退”是不负责任的。

刘鹤表示，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
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国内市场需
求巨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将带
来产品和企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财政
和货币政策仍有充分的空间，中国经济
前景非常乐观。 在大国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一些曲折是好事，可以检验我们的
能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共同
努力，任何困难都不怕，一定能保持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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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湖南省体能训
练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 这标志着我省体
能训练机构与从业人员从此有了自己的资源整合、 技术交
流和行业自律平台。

大会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体能训练协会章程》，选举产
生了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及领导机构。 当选的省体能训练协
会主席、湖南千能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楠作了发言。

会员代表大会之后， 省体能训练协会举行了“湖南
（2019）体能训练高峰论坛”。广州体育学院运动生物化学教
授林文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闫琪、北京
体育大学体能训练博士方华分别作了《运动惯性与健康》、
《数字化体能训练的理念与进展》、《儿童体适能与动作发展
研究》的专题报告。

省体能训练协会是由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省体育
科学研究所、湖南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湖南千能体育科技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 协会将致力于推进湖南省全民健
身运动和体育竞技事业的发展，推动行业标准制定与实施，
提高体能训练的专业水平，搭建多学科融合的研究平台，推
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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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王亮）不是火箭和哈登不
够强，而是库里实在神奇。今天，神勇的库里在末节拿到惊
人的23分，帮助勇士队客场以118比113击败火箭队，从而
以4比2的大比分晋级NBA西部决赛。西部决赛的另一支球
队将在掘金和开拓者队之间产生。

连续两年，火箭与勇士队在季后赛相遇。去年的NBA西
部决赛，火箭队以3比4与NBA总决赛擦肩而过。本场比赛，勇
士队的杜兰特、考辛斯都不能上场，但火箭队还是没能把握
住机会。

库里本场比赛上半场一分未得， 但下半场拿下33分，
汤普森投中7个三分球， 得了27分。 火箭队的哈登收获35
分、8个篮板和5次助攻， 保罗也有27分、11个篮板和6次助
攻的出色表现，但无奈勇士队的替补阵容大放异彩，加上末
节的库里实在神勇，火箭队最终败北。

比赛中， 库里在前两节遭遇犯规危机， 上场时间不
多， 居然一分没得。 好在汤普森发挥上佳， 两队上半场57
比57战平。 下半场， 重新回到场上的库里展示了他超级球
星的水准， 先是在第3节拿到10分， 最后一节两队一度战
成97比97， 关键时刻库里手感爆发， 连连得分， 帮助勇
士队以5分的优势取胜。

美联邦政府
财政赤字大幅增加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0日电 美国
财政部10日公布的数字显示， 由于开
支持续大于收入，2019财年前7个月
（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美国联邦
政府财政赤字达5309亿美元， 同比大
幅增长约38%。

当天公布的联邦政府收支报告显
示，2019财年前7个月，虽然美国联邦政
府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8%，但由于财政
支出增幅高达7.6%，导致赤字大涨。

美国政府今年3月预计，2019财年
财政赤字或高达1.1万亿美元，远高于
上一财年的7790亿美元。 美国国会预
算办公室今年初发布报告预计， 未来
联邦年度财政赤字超过1万亿美元将
成为常态。

� � � �美方日前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
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
针对美国这一单边主义行为， 各方普
遍认为加征关税无助于解决问题， 不
仅有损美中两国经济， 更会给世界经
济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 信息技
术产业协会、 化学委员会、 大豆协会
等众多行业协会近日纷纷发表声明，
反对美国进一步调高中国输美商品关
税。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高级副会
长戴维·弗伦奇说， 美国政府突然宣
布上调关税将严重扰乱美国企业经

营， 尤其是那些因资源有限而难以缓
解关税压力的小企业。

弗伦奇强调：“关税是美国企业和
消费者缴纳的税款， 并不是中国缴纳
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近发布的一
项研究也显示， 美国去年对钢铝产品
和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导致去年美国
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0.3个百分点。

法新社援引世界贸易咨询公司的
研究报道说， 将加征关税税率提高到
25%会导致美国一家四口每年开支平
均增加767美元， 并威胁到近100万个
就业机会。

据路透社报道， 在2000亿美元中

国输美商品中， 包括调制解调器、 路
由器等在内的数据传输设备占比最
大， 总额超过200亿美元。 美国消费
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皮罗表示 ：
“消费科技产业维系了超过1800万个
美国工作岗位， 加征关税的后果将是
灾难性的。”

鉴于中国是美国大豆重要的消费
市场， 美国豆农也对美国政府的最新
关税举措感到失望。 美国大豆出口协
会首席执行官吉姆·萨特说， 这些关
税， 以及由于未能达成协议取消中方
对美国产品征收的反制性关税， 直接
影响到美国农民， “他们已经在市场

不确定性中挣扎一年了”。
事实上， 美国升级关税举措不仅

将损害美中两国经济， 还将在全球产
生连锁反应。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
合会外贸事务负责人乌尔里希·阿克
曼说， 中国的贸易伙伴同样会感到不
安， 欧洲机械设备制造业也将受到美
国关税升级的冲击。

澳大利亚9号电视台在10日的报
道中也说： “从历史经验来看， 贸易
战没有真正的赢家。” 报道说， 美国
的这种做法如引发贸易战， 会对世界
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刘鹤在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时表示

坚决反对加征关税 重大原则决不让步

贸易战没有赢家 ———各方反对美国对华升级关税措施

尊重彼此核心关切
是解决好分歧的前提

美专家学者批驳对华“文明冲突”相关言论

勇士晋级NBA西部决赛
4比2淘汰火箭

省体能训练协会成立
湖南体能训练高峰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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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23 1040 855920

组选三 760 346 262960
组选六 0 1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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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丝博会西安开幕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刘双）魅力丝博会，古都

今相约。今天，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
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第四届丝博会） 在西安开
幕。2000多家国内企业，俄罗斯、柬埔寨、韩国等25个国
家200余家企业同聚西安，共襄盛会，共促发展。该会对
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之间的投资贸易合作、促进各方共拓市场互利共赢，具
有重要的意义。

本届丝博会以“新时代·新格局·新发展”为主题，由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中国贸
促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是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平台。 会期为5月11日至15
日。主宾国为俄罗斯和柬埔寨。

记者从丝博会展览部了解到，本届丝博会设置1个合
作交流馆、4个产业馆、1个特色产品馆， 总展览面积8万
平方米。先进行业龙头企业踊跃参展参会，新一代信息技
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参展企业占
到80%以上。开幕式上，来自主宾国俄罗斯联邦现场表演
的歌舞吸引了一大批客商、游客驻足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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