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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方日前对约2000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对
自美进口的部分农产品再次采取反
制措施。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农产品
进出口一直受各方高度关切。加征
关税对中美两国农业带来哪些影
响？进口大豆缺口如何弥补？国内
食品价格是否会因此上涨？日前，中
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就相关问题
接受了记者采访。

美国农民
不可承受失去中国市场

据韩俊介绍，美方在其301条款
下对中方发起两轮加征关税措施。作
为反制措施，中方对美方出口农产品
也加征了关税。

第一轮措施涵盖的农产品约占
2017年美国向中国农产品出口额的
87%，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实施加征
25%关税；第二轮措施涵盖的农产品
约占12%，于2018年9月24日实施加
征10%关税。随着美方提高加征税
率，中方也于2019年6月1日起把第
二轮措施加征税率最高提高到25%。

“可以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几

乎所有农产品，都因为美方率先发起
的贸易战而被加征了反制关税。”韩
俊表示。

他说，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农产
品出口国之一。2017年美国对中国
农产品出口额为240亿美元。受中美
贸易摩擦影响，去年美国大豆对中国
出口减少1621万吨，遭遇“腰斩”；去
年下半年至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对中
国农产品出口额为62.5亿美元，同比
下降近七成，其中大豆同比减少87%，
谷物减少95.5%，棉花减少43.6%。

中方的反制措施造成美国农产品
库存高企、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农场收
入严重缩水。虽然美国先后出台了两
轮农业援助计划，但失去中国市场是
美国农民不可承受的，因为这个市场
一旦失去就会被其他国家填补。

他强调，如果美国不取消全部加
征关税，中美农产品双边贸易，包括大
豆贸易不可能恢复正常。一旦失去中
国这个市场，想重新获得份额很难，这
一点美国农业界很清楚。

减少进口美豆
不会影响国内供应

大豆是中国食用油的主要原料，

也是养殖业的重要饲料来源。正常年
份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3000多万吨
大豆，约占进口大豆总量的三分之一。

对此，韩俊表示，在自美大豆进口
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中国有能力、有信
心通过丰富的政策工具和多元的供应
来源，保障国内供需平衡：

——实施国产大豆振兴计划。引
导多途径扩大种植面积，推广高油高
蛋白大豆新品种，到2020年全国大豆
种植面积有望扩大到1.4亿亩，产量
增加到接近1900万吨。

——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国际
大豆贸易竞争性非常强，中国可以扩
大从南美、俄罗斯等国家的进口。

——引导多元化饲料消费需求。
农业农村部已部署加大低蛋白日粮应
用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支持力度。据
测算，在全国畜禽养殖中推广应用低
蛋白日粮，将豆粕在饲料中比重由前
期的21%降至18%，可减少豆粕用量
约1100万吨，折合大豆约1400万吨。

——保障国内食用植物油稳定供
应。大力发展油菜、花生、油茶等替代
油料生产，鼓励特色健康小品种食用
油消费，形成更加多元化的食用油消
费格局。

韩俊说，去年以来中国大豆需求

量已减少。去年进口总量为8803万
吨，同比下降7.9%，进口减少751万
吨。今年1至4月份，大豆进口继续
减少，进口总量为2438.9万吨，同比
下降7.9%。在总需求下降的情况下，
我国完全可以保障国内大豆供需平
衡，确保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他还表示，因为资源禀赋原因，我
国大豆主要依靠国外市场的局面不会
改变。中国愿意扩大开放，愿意和所
有国家做生意。

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可控

最近，部分农产品价格出现较大
幅度上涨，比较突出的是水果、猪肉和
鸡蛋。

韩俊分析说，这主要是受前期气
候、疫病等不利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
季节性和周期性，与中美经贸摩擦没
有直接关系。

他表示，水果价格涨幅大主要是
因为苹果、梨主产区去年春季遭受倒
春寒天气，减产幅度较大，加上今年
春季南方荔枝等部分热带水果减产，
市场青黄不接导致水果价格持续走
高。后期随着西瓜、甜瓜、桃等夏季
时令水果大量上市，预计水果价格将

总体回落。
猪肉价格上涨是去年8月以来非

洲猪瘟疫情与周期性因素叠加，导致
育肥猪和能繁母猪存栏持续下滑，导
致市场供给阶段性偏紧。中央已出台
扶持政策，引导鼓励补栏增养。近期
养殖户补栏积极性提高。同时，中国
可以增加猪肉进口，很多国家都有向
中国增加猪肉出口的意愿。

韩俊认为，总体来看我国农产品
供给有保障，食品价格上涨可控。粮
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形势好、库
存足、价格稳，蔬菜、水产品等鲜活农
产品供给充裕。今年全国夏粮生产形
势较好，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有
较好基础。

“越是在经济形势复杂的时候，
‘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就越凸显。我们
有信心把‘三农’这个战略后院守好，
把‘压舱石’的作用发挥出来。”韩俊表
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今明两年“三
农”工作作出部署，一系列含金量高的
政策正在落实，农业农村部将主动应
对外部变化和挑战，巩固粮食和农业
农村发展的好形势，为稳定经济社会
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记者
于文静 人民日报记者高云才）

有能力有信心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
——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回应美对我新一轮加征关税焦点问题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
白皮书今日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6月2日10时，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
方立场》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涉嫌损害我国用户合法权益

国家有关部门决定
立案调查美国联邦快递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最近，美国联邦快递
在我国发生未按名址投递快件行为，严重损害用
户合法权益，已违反我国快递业有关法规。国家
有关部门决定立案调查。

谁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中国明确四种考虑因素

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
6月1日表示，中国政府在决定是否将某个实体列
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时，会综合考虑四方面因
素。对列入清单的实体，中方将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和行政规章，采取任何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

商务部安全与管制局局长支陆逊表示，中
国政府在决定是否将某个实体列入“不可靠实
体清单”时，会综合考虑四方面因素：一是该实
体是否存在针对中国实体实施封锁、断供或其
他歧视性措施的行为；二是该实体行为是否基
于非商业目的，违背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三是
该实体行为是否对中国企业或相关产业造成实
质损害；四是该实体行为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
威胁或潜在威胁。

据介绍，对列入清单的实体，中方将依据对外
贸易法、反垄断法、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行政规章，采取任何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

“同时，社会各方也会从中得到警示，在与列
入清单的外国实体进行交易和交往时，要提高警
惕，防范不可靠风险。”支陆逊说。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王贺军表示，违法企业
或个人被列入清单后，会经过一定调查程序，中方将
给相关利益关系方一定的申辩权。目前，根据法律
规定，正在履行必要程序，具体措施将于近期出台。

美国弗吉尼亚州
发生严重枪击事件
包括枪手在内的13人死亡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31日电（记者孙丁 徐
剑梅）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比奇市警方
5月31日通报，该市当天下午发生一起严重枪击
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13人死亡。

枪击发生在弗吉尼亚比奇市政中心一处建筑
内。弗吉尼亚比奇市警长詹姆斯·塞韦拉在记者会
上说，枪手是市政中心一名老员工，在进入建筑后

“立即乱枪扫射”，枪手已在与警方的交火中被打死。
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协助弗吉尼亚比奇警方

展开调查。目前尚不清楚枪手的作案动机。
弗吉尼亚比奇市位于弗吉尼亚州东南部沿海地

区，有居民约45万人，是美国东海岸一处度假胜地。

风雨不动安如山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七

任尔风狂雨骤，我自
安如泰山。

面对美方贸易霸凌、
极限施压，中方保持战略
定力，因势利导、统筹谋
划、精准施策，在防范化
解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
上出实招硬招。

今日之中国，锻“六
稳”之锚，聚改革之力，扬
开放之帆，“中国号”巨轮
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六稳”托底
筑牢发展基本盘

北京市中心向南约60公里，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
作。未来30天内，这座投资约800亿
元、以世界最高标准建设的北京新机
场将全面竣工。9月30日开始，人们
就可以从这里飞向世界各地。

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关键性作
用。稳投资是稳经济的重要手段，而
基建投资则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6.4%，在压力挑战下实现平稳开局。其
中，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去年全
年提高0.4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率较去年全年提高0.6个百分点。

“今年经济开局，稳投资进而稳增
长初见成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
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

尽管外部环境严峻复杂、经济面
临下行压力，90万亿元体量的中国经
济，“稳”的基础更加坚实：

——稳就业守护民生底线。前4
个月，城镇新增就业459万人，完成全
年预期目标42%。4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2个百
分点，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为5%，
下降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下降；

——稳金融提高抗风险能力。通
过持续规范市场秩序，防范化解重点领
域金融风险，两年来共压降12万亿元
高风险资产，银行体系累计处置不良贷
款3.48万亿元，金融乱象治理效果明
显，行业运行平稳，风险总体可控；

——稳外贸促进互利共赢。前4个
月进出口同比增长4.3%，其中对欧盟、
东盟等出口都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
整体，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

——稳外资提高开放水平。前4
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

1.3万家，实际使用外资3052.4亿元，
同比增长6.4%。其中，4月当月实际
使用外资629.5亿元，同比增长6.3%；

——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5月
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3%，与上月持平，位于54%以上的
较高扩张区间，全球知名指数编制公
司明晟公司也将26只中国A股纳入
MSCI中国指数。

5月23日，总部位于美国亚特兰
大的全球铝材生产企业诺贝丽斯在上
海宣布，增资1.8亿美元的江苏常州
工厂二期项目有望于今年底建成投
产，布局上海的研发中心和客户解决
方案中心计划于明年春季开业。

“中国已成为诺贝丽斯在亚洲最
重要的投资目的地。我们依然看好中
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市场前
景，加大对华投资的初衷依然不改。”
诺贝丽斯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兼亚洲汽
车业务副总裁刘清说。

尽管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中国依
然是外商投资热土。美中贸委会调查
显示，90%的美资企业认为中国是最
重要的一个市场，95%的美资企业表
示将保持或增加对华投入。

“事实证明，‘六稳’政策有力推动
了中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不少国际
机构也对中国经济前景看好。”中国人
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说。

改革发力
风雨兼程行大道

在经贸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中国
经济能不能稳得住、进得了？

日前，中国在线旅游平台马蜂窝
旅游网宣布完成2.5亿美元新一轮融
资。此轮融资由腾讯领投，美国泛大
西洋资本集团等资本跟投。

腾讯投资管理合伙人林海峰表
示，此次投资决定是基于中国在线旅
游进入万亿时代的大背景下做出的。

2018年，国内旅游人数55.39亿人次，
同比增长10.8%，全年实现旅游总收
入5.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

私募股权公司曼达林基金创始合
伙人傅格礼认为，尽管中美经贸摩擦
升级让私营企业投资变得更加谨慎，
但中国经济的内核“仍然非常强劲”。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采取的经
济刺激措施一直在发挥作用。”他认
为，得益于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大力投
资，未来数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提高
势头依然很强。

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商学
院副院长马蒂奥·卡洛里也表示，中国
经济增速未来将保持稳定增长。中国
正处于从“世界工厂”向下一发展阶段
转型的过渡期，为此政府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策支持。

5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
坚持通过深化改革来破难题、解新题，
加快改革创新，推动任务落实，强化制
度集成，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增强
应对挑战、抵御风险能力。

除旧布新，风雨兼程。
今年以来，中央深改委已经召开3

次会议，审议通过30多个改革文件。
过去一年，我们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了
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推出
1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全面深化改
革沿着既定方向蹄疾步稳、一往无前。

以改革解难题。加快推动减税降
费、营商环境、科技、法治、教育、医疗、
就业、环保等群众关注的改革举措，通
过改革解决市场和群众的痛点。

以改革促创新。优化机构职能、
管理体制、激励机制，从高端制造业、
到现代金融服务业，深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一系列瞄准高质量发展
的改革举措和项目相继落地生根。

以改革添动力。全面实施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修订
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条目，加快
落实汽车、家电、信息、养老、育幼、家政
等领域促进消费政策……持续打造开
放合作高地，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世界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加速
度，感受到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中
国决心。

“短期内外部环境变动可能会造
成市场波动，但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国家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中国经济
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具备充足的支撑
条件。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
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一定
能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实现经济平稳
健康可持续发展。

凝聚力量
风雨无阻再出发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中国人民从艰难困苦中一路走来，

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阻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脚步。

在中国东部的上海，5月30日，
辉瑞集团成熟药物业务的全球总部
——辉瑞普强管理有限公司正式开
业。辉瑞普强全球总裁高天磊说，作
为全球销售额最大、市值最高的制药
企业之一，辉瑞集团在其170年发展
史上第一次将业务板块全球管理中心
设在美国本土之外。

在中国西南的贵阳，2019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刚刚落幕。与上届相
比，参会国家从29个增加到59个，参会
世界500强企业从15个增加到39个，
借助数博会，苹果、戴尔等世界500强
企业近几年进入了中国更多业务领域。

海外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
景，不仅是对中国经济长久以来展现
出的实力有信心，也源于中国经济在
应对下行压力时表现出的强劲耐力与
韧性，更在于看重中国经济治理体系、

经济内生动力和巨大发展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江西考察时

指出，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
杂。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
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
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
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统筹研究部
署，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

历史早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靠
封锁或制裁不仅不能阻止中国的发
展，反而会激发我们创业创新的决心，
加快转型发展的步伐。

——凝聚力量，中国有“变中取
胜”的充沛底气：

近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空间、1亿
多户市场主体牢牢筑实中国经济底盘，
下一步围绕“六稳”加快落实的一批新
政策措施，将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和社会大局稳定进一步夯实基础。

——凝聚力量，中国有“变中取
胜”的坚定保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经济增量占全球30%左右，完
备的产业链和强大的社会生产能力，
成为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凝聚力量，中国有“变中取
胜”的发展机遇：

从日出到日落，中国的一天会创
造怎样的机遇和奇迹：约5万个婴儿
出生，1.86万户新企业诞生，新增3.7
万多个就业岗位，近830多亿元进出
口贸易额……中国经济活力喷薄，每
天发生着新变化，不断涌现新机遇。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今日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今日之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
遇期。把握“时”与“势”，坚定不移办
好自己的事情，中国经济一定会迎来
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记者齐中熙)

中美经贸摩擦部委谈

指责印度设置贸易壁垒

美国取消印度普惠制待遇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31日电（记者熊茂伶

许缘）美国总统特朗普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于6
月5日正式取消给予印度的普惠制待遇。这一举
措将导致美国和印度的贸易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特朗普当天发布总统公告说，由于印度未能确
保向美国提供公平、合理的市场准入，根据《1974年
贸易法》授权，美国政府将终止其普惠制待遇。

普惠制是指发达国家单方面对从发展中国家
输入的制成品和半成品普遍给予优惠关税待遇的
一种国际贸易制度，是在最惠国待遇税率基础上
进一步减税或全部免税的更优惠待遇。

美国政府于2018年4月启动对印度的相关
审查。美方认为，印度设置了一系列贸易壁垒，对
美国商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尽管两国政府
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密集接触，但未能达成一致。

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去年初宣布对进
口洗衣机和光伏电池及组件征收保障性关税时，对
印度等部分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豁免。但在31日发
布的公告中，特朗普表示印度将不再享受上述豁免。

➡晨曦下的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5月31日，泰国国会主席川·立派在曼谷出
席新闻发布会。

泰国国会6月1日向上下两院议员发出通
知，邀请议员5日在曼谷北郊的临时会议点开会，
共同选出新一任泰国总理。 新华社发

泰国将于6月5日选出新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