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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韩冰 杜白羽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身处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当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
平赤字、发展赤字给人类带来严峻挑战，
治病除弊的中国理念， 正在赢得国际社
会的普遍认同；兼济天下的中国行动，凝
聚起共同发展的强大力量， 携手各国迈
向合作共赢的康庄大道。

坚守公心，
中国智慧启迪全球未来

环顾当今世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浪
潮此起彼伏， 贫富差距扩大、 全球气候变
暖、恐怖袭击频发等问题交织难解，全球治
理秩序亟待改革完善……乱象之中，“世界
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依然发
人深省。面对全球发展的“四大赤字”，中国
提出破解难题的“四个坚持”：坚持公正合
理，坚持互商互谅，坚持同舟共济，坚持互
利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方案，
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类指明了方向。

从新型大国关系、新安全观、新发展观、
正确义利观， 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命运共同
体的丰富内涵令人耳目一新。 挪威学者约
翰·加尔通将其称为一种新的“世界观”———

以整体意识、全球思维、人类情怀审视世界。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摒

弃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展现了超越意识形
态和地缘政治的中国智慧。正如英国剑桥大
学马丁·雅克教授所说：“中国提供了一种
‘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
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
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前无古人
的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创造。”

践行公道，
中国行动增益世界福祉

知行合一，坐言起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仅是引领人类发展的远大理想， 更是脚
踏实地的扎实行动。

中国敞开胸怀与世界分享机遇。 为扩
大进口， 中国去年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 吸引超过40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
会洽谈采购；开放的氛围、涌动的商机，吸
引越来越多的外企用脚“投票”。中国商务
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
企业超过6万家，同比增长近70%。

中国真心实意助推全球发展。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沿线国家正在收获
累累硕果。高山和大海为证，从马尔代夫到
斯里兰卡，中国带来的基建“零突破”把人
们代代传承的梦想变成现实； 喜悦和繁华
见证，从孟加拉国到塞尔维亚再到希腊、埃
及， 中国推动的合作项目为当地百姓带来
了满满的获得感。

中国坚定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加
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在货物降税、服务贸
易开放、进口配额等非关税措施等方面全面
履约，不仅如此，中国用行动诠释深化开放
的诚意，从推动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全
方位对外开放，到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
或独资经营，中国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

秉持公理，
中国风范赢得世界人心

德不孤，必有邻。日前，意大利、卢森
堡、秘鲁等多个国家正式加入“一带一路”
朋友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规模超过首届， 中外企

业在论坛期间签署合作协议的总金额达到
640多亿美元……合作共赢的中国理念，
吸引越来越多国家携手前行。

然而，在一些奉行霸权、唯我独尊的国
家眼中，中国的进步不仅不是好事，反而对
自身发展构成了威胁。为了维护霸主地位，
美国不惜挥舞“关税大棒”、实施科技霸凌、
挑动对立冲突。

面对美方的蛮横打压，中国立场鲜明：
美方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实现不合理的利益
索求，根本行不通，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
决不让步；同时，中国将继续加大力度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一如既往地欢迎各国企业
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 谋发展、求
富强，不是为了取代谁的地位，也不是为了争
抢谁的利益，而是为切实促进本国和世界人
民的福祉，让亿万民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 历史大势不可阻
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必
将在全球范围内赢得更多认同和支持，共
同奏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交响。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天下为公行大道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十

� � � � “我们寻求基于公平的关系，这就是互
惠和尊重主权。”美国副总统彭斯这番话说
得倒是好听， 但美方现实中却是追求自己
受惠别人吃亏，信奉赢者通吃。试问，如果
华盛顿真的追寻互惠互利， 美国一些政客
为什么动辄挥舞关税大棒， 毫不掩饰地吹
嘘加征的关税能给美国带来数百亿美元收
入，而贸易伙伴将蒙受巨大损失？

“有一套全球适用的游戏规则对所有人
都有利， 但这些规则的内容特别有利于美
国。”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
道出了实情。美国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
创建者和长期主导者， 一直在贸易自由化、
投资便利化方面占得先机。凭借技术、资金、
规则等方面的优势，美国建立起以跨国公司
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全球市场特别是中
国市场获得了巨大利益。比如，美国通用汽
车公司在华产量就占到其全球产量的40%；
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

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英特尔公司在中国
（包括香港地区） 营收占其总营收的23.6%；
2017财年，苹果公司大中华地区营收占其总
营收的19.5%。据美国官方统计，仅从2009年
到2016年，美国跨国公司就实现在华投资存
量增长111.4%、销售增长140.3%、净收入增长
151.3%。可以说，美国不仅没有在全球价值
链上“吃亏”，反而获利巨大。

美方见不得别人也好。为了保持世界领
先地位、保证一家独大，甚至不惜动用国家
行政力量，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压别
国科技企业，为美国企业在全球抢夺高科技
领域市场、维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垄断地
位赢得空间和时间。 看到中国华为公司在
5G电信设备等技术领域领先， 他们就将华
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以 “危害国家安全”为
由四处游说，威逼利诱各国政府拒绝同华为
公司合作；看到海康威视在全球安防行业属
于龙头，美国众议院便通过增补提案，以国
家安全为由禁止美国联邦政府采购某些中

国制造商供应的视频监控设备；看到中国无
人机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美国国土安全部就
无端公开指责，“中国产无人机在窃取数
据”。人为干预市场的正常交易，滥用“国家
安全标准”，把有关问题政治化，无非是想在
市场上分到更大的“蛋糕”，无非是想赢取更
多的利润。如此蛮横无理，谈何“互惠互利”？

不仅是中国企业， 在美国那些政客眼
中， 所有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 恐怕都是
“眼中钉”。“美国希望控制整个世界的贸
易”“它重新定位了自己的情报机构， 侧重
于收集经济情报和秘密监视竞争对手，就
像斯诺登所揭发的那样”“《反海外腐败法》
得以应用， 美国司法部主要针对欧洲公司
展开行动。迄今为止，已根据此法缴纳罚款
超过1亿美元的29家企业中，15家是欧洲企
业，而美国企业只有6家”……前法国阿尔
斯通公司高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美
国陷阱》一书中，用其亲身经历讲述了美国
如何将国内法当成经济战武器， 以种种非
常手段削弱打压竞争对手。

美国一些政客至今还渴望着永远保持
一种“美式坐享其成”，即发展中国家向美
国出口低附加值的资源、货物和服务，而美
国则向世界各国出口美元、 金融产品和无
关美国核心竞争力的低端技术。 对处于上
升期、可能成为美国竞争对手的国家，华盛
顿的政客们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打压。 我们
不妨听听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是如何
叫嚣的———“贸易战的最终结果将重新洗
牌全球的创新链、生产链、供应链，使全球
重新围绕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热爱自由的国
家周围”。说到底，在美国一些政客的头脑
中，互惠互利不过是假借的旗号，贪婪自私
才是其价值的内核。

当今时代，各国同处于地球村，相互依
存是客观现实，相互合作是共同需要，携手
发展是大势所趋。“留下玫瑰，授人荆棘”的
行为是地球村的公害， 注定要遭到更多的
抵制和唾弃，注定必将失败。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载6月5日
《人民日报》）

留下玫瑰，授人荆棘
———看清美国某些政客“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真面目

钟声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记者4日从商务部获悉， 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当日应询就美方对《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
立场》白皮书发布的声明发表谈话。

中国政府2日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财政部3日就白皮书发表声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不顾多边贸易规则，以贸
易逆差为由频繁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挑起中美经
贸摩擦，同时在中美经贸磋商中企图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
中国，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美方做法给中美两国和
世界造成损害，责任完全在美方。中方认为，美对华贸易逆差
受到多种客观因素影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美方从中美贸
易中获益巨大，“吃亏”论完全站不住脚。

发言人表示，中方始终抱着最大的耐心和诚意，推进中美
经贸磋商，《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 白皮书对此已详
细阐述。美方指责中方在磋商中“开倒车”，完全是无稽之谈。

发言人说， 中方始终认为， 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分歧和摩
擦，最终需要通过对话和磋商来解决。但磋商是有原则的，需
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希望美方放弃错误做
法，同中方相向而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管控分
歧，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商务部就美方声明发表谈话：

美方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针对美方声明称对中方发表《关
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感到“失望”，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4日说，美方的声明完全是颠倒黑白、强词夺理。建议美方
认真阅读中方两份白皮书，不要再自以为是、自说自话。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
财政部3日发表联合声明，对中方发表《关于中美经贸磋商
的中方立场》 白皮书表示失望， 再次指出是中方在磋商中
“反悔”， 并称美方对中方采取的行动旨在制止中方的不公
平贸易行为。中方对美方的声明有何回应？

“美方的声明完全是颠倒黑白、强词夺理。”耿爽说，中方
2日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完整、准
确地还原了中美经贸磋商的过程，介绍了事实真相。白皮书
说得清清楚楚， 中美经贸磋商每次经历波折都是由于美方
出尔反尔、违背共识、不讲诚信造成的。美方指责中方在磋商
中“开倒车”，完全是歪曲事实、倒打一耙。

外交部：

美方声明完全是
颠倒黑白、强词夺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