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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布重磅白皮书驳斥美方谬论，亮明中国态度：经贸磋商严重受挫，责任完全在美国政府

我们的立场：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贸易
限制措施不利于中国，也不利
于美国， 更不利于全球。”“为
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美国
人民的利益，为了全世界人民
的利益， 中国会理性对待，但
是中国不会畏惧任何压力，也
做好准备迎接任何挑战。 谈，
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对
于重大原则问题，中国决不退
让。”……继去年9月发布《关
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
方立场》白皮书后，6月2日，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再度就中美
经贸问题发表《关于中美经贸
磋商的中方立场》 白皮书，用
翔实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驳
斥美方谬论， 亮明中国态度，
重申中国立场和决心。

美国在中美经贸磋商中
出尔反尔、不讲诚信

此次白皮书全文约8300
字，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包
括三部分，分别是美国挑起对
华经贸摩擦损害两国和全球
利益，美国在中美经贸磋商中
出尔反尔、不讲诚信，中国始
终坚持平等、互利、诚信的磋
商立场。

白皮书说，中美经贸关系
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
进器”， 事关两国人民根本利
益，事关世界繁荣与稳定。

白皮书指出，2017年新一
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以加征
关税等手段相威胁，频频挑起
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
摩擦。2018年3月以来，针对美
国政府单方面发起的中美经

贸摩擦，中国不得不采取有力
应对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和人
民利益。同时，中国始终坚持通
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基本
立场，与美国开展多轮经贸磋
商，努力稳定双边经贸关系。

三个“不利于”，美国政府
还要一意孤行吗？

白皮书指出，美国近期宣
布提高对华加征关税，不利于
解决双边经贸问题，中国对此
强烈反对， 不得不作出反应，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吹灭别人的灯， 会烧掉
自己的胡子。” 美国政府的无
理耍横之举所夹带的贸易霸
凌主义既是在向全世界开火，
也是在向自己开火， 贻害无
穷。白皮书中所详细列举的数
据和事实充分证明，美国政府
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损
人不利己，阻碍双边贸易投资
合作，影响两国乃至全球市场
信心和经济平稳运行；贸易战
没有给美国带来所谓的“再次
伟大”， 反而带来了严重伤害，
比如提高美国企业生产成本，
抬升美国国内物价，影响美国
经济增长和民生，阻碍美对华
出口等；美国贸易霸凌行径殃
及全球，损害多边贸易体制，严
重干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
损害市场信心，给全球经济复
苏带来严峻挑战，给经济全球
化趋势造成重大威胁。结果恰
如白皮书中所说，“不利于中
国，也不利于美国，更不利于全
球”。有这三个“不利于”，美国
政府还要一意孤行吗？

●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
确的选择

●但合作是有原则的，磋商是有底线的，在重大
原则问题上中国决不让步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经济高度融合，
共同构成完整的产业链，两国经济连骨带筋、互利共
赢，把贸易逆差当作“吃亏”是算错了账

●美国最新采取的对华关税升级措施， 不但解
决不了问题，还将进一步损害各方利益，中国对此坚
决反对

●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的“莫须有”名义，
连续对华为等多家中国企业实施“长臂管辖”制裁，
中国同样坚决反对

●自2018年2月经贸磋商启动以来，已取得很大
进展，两国就大部分内容达成共识，但磋商也经历了
几次波折，每次波折都源于美国的违背共识、出尔反
尔、不讲诚信

●试图通过泼脏水、拆台、极限施压等手段达成
协议，只会破坏双方合作关系，错失历史机遇

●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提是美国取消全部加征关
税，采购要符合实际，同时确保协议文本平衡，符合
双方共同利益

●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
●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壮大自己， 是应对经贸摩

擦的根本之道

10句话道明我们的立场！

中央农办副主任、 农业农村部
副部长韩俊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中国有
能力保障农产品的市场供给。

韩俊介绍说， 美方挑起贸易摩
擦并不断加码， 正在使美国农业蒙
受严重损失。 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
农产品出口市场之一。去年，美国对
华大豆出口减了一半，今年一季度，
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同比下降
60%，大豆出口同比下降80%。韩俊
表示，中国减少自美进口大豆，对国
内市场大豆供应影响有限。 目前，正
在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保障供需平衡。
包括实施国产大豆振兴计划， 预计
2020年大豆种植面积将达1.4亿亩，总
产量增至1900万吨；通过改进饲料配
方， 每年可减少大豆需求1400万吨；
同时，俄罗斯以及南美国家更多的大
豆也正在进入中国市场。

中美经贸摩擦， 对中国农产品
的市场供给影响大不大？韩俊表示，
近期国内市场的水果、 猪肉等农产
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与中美
经贸摩擦没有直接关系。根据监测，
近期的农产品价格上涨， 主要是受
前期气候、疫病等不利因素影响，具
有一定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后期随
着夏季时令水果大量上市， 水果总
体价格有望季节性回落，目前，生猪
生产也出现了恢复性迹象。

韩俊表示，目前，中国农民工
总量已达2.88亿人，从短期看，中美
经贸摩擦持续升级， 部分出口企业
可能会出现减产， 一些企业向海外
转移产能和订单可能会加快， 这对
农民工就业会产生一定影响。目前，
国家正在采取措施， 最大限度稳定
农民工就业。

韩俊表示，今年，我国夏粮有
望获得好收成， 夺取全年粮食和农
业丰收有较好基础。

■据央视、北京晚报

中国减少自美进口
大豆影响有限

四大论断驳斥美方谬论

释疑

6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并于当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
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介绍和解读白皮书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新华社图

中国发展靠“盗窃”
知识产权？ 论断： 完全

是无中生有、极其荒谬
历史和事实充分证明，中国

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不
是偷来的、不是抢来的，而是通
过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得来的，
指责中国发展靠“盗窃”知识产
权，完全是无中生有、极其荒谬。
指责中国强制技术转让没有事
实依据，完全站不住脚。

白皮书指出，美国无视中国
多年来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
善外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不懈
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绩，对中国
作出诸多不客观的负面评价，采
取加征关税、限制投资等经贸限
制措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

根据白皮书，目前，中国的
主要创新指标已进入世界前列，
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2017年，
全社会研发投入达1.76万亿元，
规模居世界第二位；发明专利申
请量达到138.2万件，连续7年居
世界首位；发明专利授权32.7万
件，同比增长8.2%，有效发明专
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

美国在中美双边经
贸中“吃了亏”？ 论断：美

方算错了账，双方经贸惠泽彼此
中美两国经济高度融合，共

同构成完整的产业链， 两国经济
连骨带筋、互利共赢，把贸易逆差
当作“吃亏”是算错了账。如果把
中美双方在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和双向投资等方面综合考虑，双
方经贸往来是惠泽彼此的关系，
而非所谓美国“吃亏”的结果。

贸易战让美国“再次
伟大”？论断：损人不利己，

反而给美国带来伤害
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关税，阻碍双边贸易投资合
作，影响两国乃至全球市场信心
和经济平稳运行。美国采取的一

系列贸易保护措施，违反世界贸
易组织规则， 损害多边贸易体
制，严重干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
链，损害市场信心，给全球经济
复苏带来严峻挑战，给经济全球
化趋势造成重大威胁。

加征关税措施不仅没有推
动美国经济增长，反而带来了严
重伤害。一是提高美国企业生产
成本； 二是抬升美国国内物价；
三是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和民生；
四是阻碍美对华出口。

白皮书指出，美国的关税措
施导致中国对美出口额下滑，
2019年1月至4月同比下降9.7%，
连续5个月下降。同时，由于中国
不得不针对美国加税采取加征
关税应对， 美国对华出口连续8
个月下降。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
不确定性使两国企业对开展投
资合作持观望态度，中国对美投
资持续下滑，美国对华投资增速
也明显降低。据中国有关方面统
计，2018年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
资57.9亿美元， 同比下降10%。
2018年美国实际对华投资金额
26.9亿美元， 增速从2017年的
11%大幅回落至1.5%。 由于中美
经贸摩擦前景不明，世界贸易组
织将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
由3.7%下调至2.6%。

中国在中美经贸磋
商中“开倒车”？论断：磋商

严重受挫，责任完全在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指责中国在磋商

中“开倒车”完全是无稽之谈。自
2018年2月经贸磋商启动以来，
已取得很大进展，两国就大部分
内容达成共识，但磋商也经历了
几次波折，每次波折都源于美国
的违背共识、出尔反尔、不讲诚
信。美国政府在过去十余轮谈判
中曾不断调整相关诉求，随意指
责中方“倒退”是不负责任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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