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共计120个税项

中方保留根据实
际情况对措施进行调
整的权利，并将按照
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履
行必要程序

美方以“国家安
全”为由对进口钢铁和
铝产品分别征收25%
和10%关税的行为实
际上构成保障措施

中方根据世贸
组织《保障措施协
定》有关规定，制定
了中止减让清单

如果中美未能在规定时间内
达成贸易补偿协议，中方将对第
一部分产品行使中止减让权利；
中方将在进一步评估美措施对中
国的影响后实施第二部分清单

国际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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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
于佳欣）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备忘录将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关
税，商务部23日表示坚决反对，指出
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
义。中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捍
卫自身合法利益。希望美方悬崖勒

马，慎重决策。
美国时间3月22日，美总统特

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美贸易代表
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
指令有关部门对华采取限制措施，
包括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
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

投资并购。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

无视中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事
实、无视世贸组织规则、无视广大
业界的呼声，一意孤行，这是典型
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方
坚决反对。

“美方此举不利于中方利益，
不利于美方利益，不利于全球利
益，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这
位新闻发言人说，任何情况下，中
方都不会坐视自身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坚决
捍卫自身合法利益。

他表示，关于 301 调查，中方
已经多次明确表明立场。中方
不希望打贸易战，但绝不害怕贸
易战，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
任何挑战。希望美方悬崖勒马，
慎重决策，不要把双边经贸关系
拖入险境。

商务部发布终止减让产品清单

涉美对华出口约3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 22
日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

“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
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
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
美投资并购。特朗普政府
基于错误前提，动用过时
的保护主义手段，这种蛮
横的做法在国际上既吃不
开，也行不通。

在 1995 年世界贸易
组织成立后，“301 调查”
这类单边主义贸易工具已
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特朗
普政府为削减贸易逆差，
强行复活“僵尸”贸易工
具，推行“霸凌”政策，无异
于将国际贸易“丛林化”。
这既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公然
蔑视与挑衅，也是对全球
经济复苏的严重威胁，遭
到包括美国传统盟友在内
的主要经济体普遍反对。

不能静态、孤立、割裂
地看待对华贸易逆差乃至
中美经贸关系。特朗普政
府应该看到，中国对下游
消费者美国的贸易顺差，
对应的是中国从供应链上
游国家的进口项目，其中
就包括来自美国企业的进
口商品和服务。正如美国
商界人士近日指出的那
样，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关税会伤害那些向中国出
售零部件的美国企业。无
怪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国际贸易理论专家保
罗·克鲁格曼将美中贸易
逆差称为“视错觉”。

试图通过“霸凌”经
贸政策、单边措施消解美
国积年贸易逆差的手段
也不会真正起到效果。

经济学家们反复指出，美国贸易逆
差的根源在于美国消费过度、储蓄
率不足等内在结构性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逆
差持续扩大，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所
采取的各种贸易保护举措从未能逆转
这一势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上台
一年多，美国贸易逆差反创下9年来
新高。自己得病，却要让别人吃药，这
种方法显然没有道理，也行不通。

鉴于美中分列全球头号和二号
经济体，两国经贸高度依存，且互有
所求，美国不可能在对华挥舞贸易
保护主义大棒之后，自身毫发无损。

强迫不成买卖。近40年来，中
美两国贸易规模增长了232倍，达到
5800 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
2300亿美元。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
的问题，关键在于多做加法，通过扩
大彼此市场准入等开放举措，在平
等中探讨新路径，在合作中改善不
平衡，在共赢中实现和谐共处。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顺差，也对
最坏的情况有充分准备。正如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说，中方不想
跟任何人打贸易战，“但如果有人
非逼迫我们打，我们一不会怕，二
不会躲”。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2日电）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3日
在回答有关美国决定对中国输美产
品采取限制措施的提问时表示，希
望美方认真严肃对待中方立场，理
性慎重决策，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
瓜，既损人更害己。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美国时间22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白宫签署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
关税的总统备忘录。美国白宫国家
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称，中国在
美中贸易中的获益远高于美方，这
意味着中方将很难作出对美进行报
复的决定。你是否认同他的说法？

华春莹说，美方有关人士的话
显然是有些“夜郎自大”，错判了形
势，也完全低估了中方捍卫自身合
法利益的决心和能力，以及美方为

其任性妄为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们多次强调，中美经贸关系

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一个很简单
的例子是，美方通过大量进口源自
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大
大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成本，
提升了‘消费者剩余’，实际上是改
善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在宏观上
也有利于美国抑制通货膨胀。因
此，无论从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
美方都是大大受益的。美方执意推
进301调查并公布所谓裁定，挑起
贸易战，无疑将首先直接损害美国
消费者、公司企业和金融市场的利
益。”华春莹说。

她表示，有关备忘录签署的消
息一出，美三大股指立即全线下挫，
这是金融市场对美方有关错误政策
和行动投出的不信任票，也从一个

侧面说明了国际社会对美方有关政
策和举动的鲁莽和危险性的担忧。

“至于中方是否会对美进行报
复，中方的立场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传递的信息也十分明确。来而不往
非礼也。我们会奉陪到底。希望美
方认真严肃对待中方立场，理性慎
重决策，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既
损人更害己。”华春莹说。

此外，美国白宫声明称，中国通
过参与并支持对美国公司进行网络
攻击，以获得包括商业机密在内的
敏感信息，同时，通过限制外国公司
知识产权许可等手段强迫美国公司
向中国大规模转让技术。

华春莹说，美方必须明白一件
事，那就是美国的确是当今世界创
新强国，但这不等于创新和知识产
权只能是美国一家的“专利”。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去年底发布
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显示，中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申请
量超过130万件，超过了美国、日本、
韩国以及欧洲专利局的总和。这份
报告还指出，中国有望在未来3年内
成为全球第一大国际专利申请国。

“中国正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大家都看到，中国在高铁、
量子通讯、电子支付等领域都已处
于世界领先水平。”华春莹说。

华春莹指出，中国的创新成就
一不靠偷，二不靠抢，而是13亿多
中国人民靠智慧和汗水奋斗出来
的。中方希望美方对此有清醒认
识。美方可以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进
步感到担心，但动辄无端指责，借题
发挥，这不是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应
有的度量，也是中方不能接受的。

外交部发言人谈美对华采取限制措施：

来而不往非礼也

商务部：坚决反对美301调查决定

中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

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该清单暂定包含 7类、128个税项产品，按2017年统计，涉及美对华约30亿美元出口

涉及美对华9.77亿美元出口
包括鲜水果、干果及坚果制品、葡萄酒、改性乙醇、花旗参、无缝钢管等产品
拟加征 15%的关税

涉及美对华 19.92亿美元出口
包括猪肉及制品、回收铝等产品
拟加征25%的关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据新华社北京电）

第二部分共计8个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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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23日出现明显下跌。业
内分析认为，此次下跌的主要原
因是美国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限
制措施。

美国时间 3 月 22 日，美总统
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美贸易
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
报告，指令有关部门对华采取限
制措施，包括将对从中国进口的
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
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消息一出，美国市场应声下
跌。周四美国三大股指均收跌逾
2.4％。其中，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2.93％，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43％，
标普500指数跌2.52％。

随后，亚太市场也未能幸免。
23 日收盘时，日经 225 指数跌
4.51％，韩国综合指数跌3.18％。

在全球开放市场环境下，我国
股市也下跌较大。沪深交易所数据
显示，A股三大股指23日均出现

“深蹲”。上证综指跌破3200点，录
得3.39％的跌幅。深证成指和创业
板指数分别下跌超过4％和5％。

前海开源基金董事总经理杨德
龙认为，根据特朗普签署的备忘录，
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
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
资，已经引起市场的担忧。美股的
大幅下跌影响了A股的表现。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记
者刘慧 许晟）

美贸易保护措施重创全球股市
道指跌2.93％，沪指跌3.39％，日经指数跌4.5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2日收盘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暴跌
逾700点。交易员正在看股指行情。 新华社/路透

3月23日，第53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上，来
自西安的鼻烟壶绘制艺人张利民在绘制鼻烟壶。

当日，第53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在西安开
幕。来自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00家
工艺品企业参展。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第53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开幕

据新华社日内瓦3月22日电（记者聂晓阳）
5G技术在工业互联领域的应用是各国研究热
点。正在日内瓦举行的2018年信息社会世界峰
会论坛上，一家中国企业推介的超高速无线通信
技术有助于保障5G通信在工业应用中的高可
靠、低延时，引发广泛关注。

中国新岸线公司技术副总裁雷俊22日在论
坛主题演讲中介绍，该公司推出的超高速无线通
信技术（EUHT）兼具超宽带、大容量、低重传的特
点，达到了5G技术在工业应用中所需要的高可
靠、低延时等特性。

中国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
助力5G工业应用

据新华社武汉3月23日电（记者李伟）近日，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与华中科技大
学等合作在利用高次谐波的频率调制实现分子超
快成像方向上取得重要进展。

据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卞学滨
研究组介绍，高次谐波是强场超快激光与原子分
子或者固体相互作用后，辐射出的相干高频超短
光脉冲，是国内外强场超快物理研究的热点。

这一研究为实现基于高次谐波的超快光源的
光子能量连续调节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研究
结果近期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中国科学家在分子超快成像方向
取得重要进展

据新华社杭州3月23日电（记者陈晓波）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3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罪犯
吴英减刑一案，当庭作出裁定：将罪犯吴英的刑罚
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

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集
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死刑缓期
执行期满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
11日将罪犯吴英的刑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鉴于罪犯吴英减为无期徒刑后确有悔改表
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将罪犯吴英的刑罚
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

浙江高院将吴英刑罚
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张淼）3月
24日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结核病作为头号传
染病杀手，近年来耐药情况不容乐观。

在中国已登记报告的结核病患者中，估计有5.8
万名耐多药患者，但中国只发现并报告了1万多。

相对于普通结核病6至9个月的治疗周期，耐
多药结核病的治疗周期长达18至24个月。复旦大
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高谦表示，研究发现，中国超过
80％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是传播导致。他建议中
国应对耐多药结核应采取控制传播为主的控制策
略：对所有疑似患者做培养或快速诊断；普及耐药结
核菌快速检测方法；重视传染源控制；制订和实施相
应法律法规，有效隔离传染源；实现患者的精准治
疗，医生在获知患者耐药情况下制订治疗方案。

中国耐多药结核病
八成由传播导致

3月23日，在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州蔴坡，一
名获救中国船员被送至码头。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23日说，搜救人员当
天在马南部蔴坡附近海域倾覆的挖沙船中救出两
名中国籍船员。新华社记者看到，获救的两名中
国船员由快艇送到码头，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救
治。使馆说，搜救人员还在继续全力搜救其余10
名失踪的中国船员。 新华社发

马来西亚倾覆挖沙船中
又救出两名中国船员

制图/陈海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