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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韩
洁、于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日
就美方拟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
品加征10%关税发表谈话，表示美

方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
会晤共识，背离了正确的轨道，无益
于解决问题，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
决反对。如果美方加征关税措施付

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
反制措施，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和人民根本利益，一切后果全部由
美方承担。

美方升级贸易摩擦加征关税不
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
利益，将对世界经济产生衰退性影
响。中方始终认为贸易战没有赢家，

不想打、不怕打，但必要时不得不
打。希望美方及时纠正错误，在平等
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回到
正确轨道上来。

美拟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
中方强烈反对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马
卓 言）针 对 美 方 称 将 对 3000 亿
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关
税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华 春 莹 2 日
表 示 ，如 果 美 方 加 征 关 税 的 措
施 付 诸 实 施 ，中 方 将 不 得 不 采

取必要反制措施，坚决捍卫国家
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由此
产生的一切后 果 将 全 部 由 美 方
承担。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说，美方称将于 9 月 1 日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关
税，此举严重违背中美元首大阪
会晤共识，背离了正确轨道，无益
于解决问题。中方对此强烈不
满，坚决反对。

华春莹说，美方升级贸易摩

擦加征关税，不符合中美两国人
民利益，不符合世界利益，将对世
界经济产生衰退性影响。中方始
终认为贸易战没有赢家。我们不
想打，但也不怕打。中方不会接
受任何极限施压和恐吓讹诈，在

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寸也不会
让步。

“我们希望美方认清形势，放
弃幻想，纠正错误，回到通过平等
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磋商解决问
题的正确轨道上来。”她说。

外交部：如果美方加征关税

中方将不得不反制 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

美又施关税威胁
背离正轨更解决不了问题

北京时间2日凌晨，美方突然宣布将于9月
1日起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关
税。在中美刚刚结束上海重启的第十二轮经贸
高级别磋商并同意下月继续磋商背景下，美方
此举令人惊诧，更令人失望。中方对此强烈不
满、坚决反对，如果加征关税付诸实施，中方将
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坚决捍卫国家核
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

美国白宫声明关于上海新一轮磋商富有
“建设性”的评价之声言犹在耳，加征关税威胁
又接踵而来，对美方宛如川剧般的“变脸”，中方
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中方的立场和态度
始终一贯而明确：贸易战没有赢家，关税威胁吓
不倒中国更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坦诚磋商才是
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

中美建交40年来，双方在经贸领域早已相
互深度嵌入，动辄威胁加税、鼓噪“脱钩”等不切
实际的言论，实际是在开“历史倒车”。美方升
级贸易摩擦之举违背两国人民意愿，更不利于
世界经济。自5月以来，无论往来密切的中美
工商界人士，还是担心破产的美国农民，中美民
间反对加征关税的呼声此起彼伏，有力证明了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此番加征关税消息一出，美股全线下跌，国
际社会也有言论担心，贸易紧张局势升级或将
令全球经济和供应链日益承压，加之今年二季
度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种种迹象显示，美若继续
肆意妄为动辄施加关税威胁，根本解决不了美
国农场主和“铁锈带”蓝领工作的问题，只会损
人不利己，把自己也带入“死胡同”。

中美经贸磋商之路注定曲折复杂。一年多
的中美经贸磋商表明，中美经贸问题具有长期性、
复杂性、艰巨性，分歧是客观存在的。要用平常心
看待磋商中的打打谈谈，关键要拿出更多诚意和
行动推动解决问题，而不是动辄施压、激化分歧。

合作始终是中美最好的选择。从6月底两国
元首大阪会晤到7月底上海重启第十二轮中美经
贸高级别磋商，进展来之不易，双方要珍惜前期付
出的努力。中方近期已根据市场需求从美国采
购一批农产品，包括大豆13万吨、猪肉及制品4万
吨、高粱12万吨等，这是中方落实中美元首大阪
会晤重要共识的诚意和务实之举。希望美方能
及时纠正错误，以更加务实理性的态度，在“平等
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与中方相向而行，尊重彼此的
核心关切，回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记者韩洁）

广告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2019）第31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琼山
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C17-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出
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土地

面积为19981.66平方米（29.97亩），该宗地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
地块勘测定界图，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其中零售商业用地面积≤
7.5%），土地出让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70年、零售商业用地40年。目
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
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
需的条件。

根据海口市红城湖片区棚改回迁商品房项目控规报审成果，该宗
地规划商业设施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容积率≤6.0，建筑密度≤
35%，绿地率≥10%,建筑高度≤100米。其他要求按《海口市红城湖片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地块分图则》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
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以及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

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以外，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
联合申请。

（一）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
质；

（二）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开发或施工过的房建工程项目获得
过鲁班奖或詹天佑奖等国家级质量奖项；

（三）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经信用评级机构认定的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不低于AAA，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以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
信用评估机构及穆迪、标普、惠誉出具的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准。

（四）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需具备本次招拍挂规定的施工资质
条件，并依法组织施工，不得挂靠或以任何形式变相挂靠，也不得将除
法律允许分包之外的项目分包给他人。

（五）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
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
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拟设起始价为 1322.62 元/建筑
m2，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1元/建筑m2或1元/建筑m2的
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15856.91万元
人民币。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
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
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19年8月9日9:00至2019年9月3日16:00（北京
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8月24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9月5日16:00（北京时间）。
（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于2019年9月5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三）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本宗地按现状出让；
（二）该宗地项目建设鼓励采用装配式建造，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

筑，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

（三）本宗土地带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出让，土地竞
得人应按规划批准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深化设计和建设（规划批准的
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具体方案及已开展的前期工作内容向项目所在
辖区政府咨询，咨询人：蔡兴泽，联系电话：13876013799；詹光景，联
系电话：17776855544。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方案相关指标在满
足控制性详细规划限定的上限（或下限）指标前提下，以规划主管部门
审定的设计方案相关规划指标为准。按照规划控制要求，用地内应配
套/，建筑面积≥/平方米（具体依照经规划批准的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
设计方案）；

（四）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
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10%，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挂牌人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与辖区
政府签订《海口市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政府组织团购商品房合同》，
并由辖区政府监督项目后期的开发建设。

土地竞得人应按国家、地方行业管理规范、规定要求建设该配套
设施，工程建设完工验收综合备案后，无偿移交市政府指定的相关部
门，并负责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

（五）本项目回迁商品房回购限定价格：1、住宅价格：建筑面积
5762元/平方米。2、商业价格：本地块不安排商业用于回迁，新建商业
由土地竞得人自行销售。3、购买人实际购买回迁商品住宅面积超过
可购买面积10平方米以上至20平方米(含20平方米)以内的部分,按
照回购价格的1.2倍计算；实际购买回迁商品住宅面积超出可购买面
积2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按照回购价格的1.5倍计算。（具体按辖区政
府提供的购买条件执行）

（六）销售对象：项目所有的住宅、商业用房，均由项目所在辖区政
府组织特定回迁人按限定价格进行回购。具体名单和购买条件由项
目所在辖区政府提供。有剩余房源的，由辖区政府或相关指定部门和
单位统一回购，其中住宅部分回购价格按《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棚户
区回迁商品房项目（C17-1地块）土地出让补充条件》第三条（一）执
行，土地竞得人应负责配合按要求办理相关不动产登记手续；

（七）有独立产权的小区配建停车位，按《海口市棚户区（城中村）
改造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明确各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地下停车位价
格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约定，最高价不超过12.58万元/个进行销售，或
参照周边租赁市场的价格进行租赁，不得对小区业主以外的单位及个
人进行销售或租赁；

（八）建设销售履约保函、项目建设周期、延误期间所产生的过渡
安置费等其他相关事项祥见该地块的《海口市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
政府组织团购商品房合同》和《土地出让补充条件》；

（九）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
应在签订竞买成交确认书后6个月内动工，30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交
付使用。从出让合同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满两年不动工开发的，
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闲置满两年的，报海口市人
民政府批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
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
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十）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十一）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

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3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2019）第30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琼山
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D05-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出
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市
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土地面积为11806.24平方米（17.71亩），该
宗地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
用地（零售商业用地不超过16.9%），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70年，
商业用地4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
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无污
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根据海口市红城湖片区棚改回迁商品房项目控规报审成果，该
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商业混合用地，其中商业设施建筑面积不超
过10000平方米。容积率≤5.0，建筑密度≤36%，绿地率≥10%,建筑高
度≤100米。其他要求按《海口市红城湖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地块分
图则》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以及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
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以外，符合下
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

（一）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
质；

（二）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开发或施工过的房建工程项目获得
过鲁班奖或詹天佑奖等国家级质量奖项；

（三）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经信用评级机构认定的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不低于AAA，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以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
信用评估机构及穆迪、标普、惠誉出具的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准。

（四）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需具备本次招拍挂规定的施工资质
条件，并依法组织施工，不得挂靠或以任何形式变相挂靠，也不得将除
法律允许分包之外的项目分包给他人。

（五）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
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
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 本宗土地的挂牌起始价为楼面地价1957元/建筑平方
米，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1元/建筑平方米或1元/建筑
平方米的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11552.41万元人民币。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
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
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19年8月9日9:00至2019年9月3日16:00（北京
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8月24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

止时间：2019年9月5日16:00（北京时间）。
（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于2019年9月5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三）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本宗地按现状出让；
（二）该宗地项目建设鼓励采用装配式建造，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

筑，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

（三）本宗土地带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出让，土地竞
得人应按规划批准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深化设计和建设（规划批准的
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具体方案及已开展的前期工作内容向项目所在
辖区政府咨询，咨询人：蔡兴泽，联系电话：13876013799；詹光景，联
系电话：17776855544）。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方案相关指标在
满足控制性详细规划限定的上限（或下限）指标前提下，以规划主管部
门审定的设计方案相关规划指标为准。按照规划控制要求，用地内应
配套/，建筑面积≥/平方米（具体依照经规划批准的项目回迁商品房建
筑设计方案）。土地竞得人应按国家、地方行业管理规范、规定要求建
设该配套设施，工程建设完工验收综合备案后，无偿移交市政府指定
的相关部门，并负责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

（四）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
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10%，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挂牌人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与辖区
政府签订《海口市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政府组织团购商品房合同》，
并由辖区政府监督项目后期的开发建设；

（五）本项目回迁商品房回购限定价格：1、住宅价格：建筑面积
5762元/平方米。2、商业价格：本地块不安排商业用于回迁，新建商业
由土地竞得人自行销售。3、购买人实际购买回迁商品住宅面积超过
可购买面积10平方米以上至20平方米(含20平方米)以内的部分,按
照回购价格的1.2倍计算；实际购买回迁商品住宅面积超出可购买面
积2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按照回购价格的1.5倍计算。（具体按辖区政
府提供的购买条件执行）；

（六）销售对象：项目所有的住宅、商业用房，均由项目所在辖区政
府组织特定回迁人按限定价格进行回购。具体名单和购买条件由项
目所在辖区政府提供。有剩余房源的，由辖区政府或相关指定部门和
单位统一回购，其中住宅部分回购价格按《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棚户
区回迁商品房项目（D05-1地块）土地出让补充条件》第三条（一）执
行，土地竞得人应负责配合按要求办理相关不动产登记手续；

（七）有独立产权的小区配建停车位，按《海口市棚户区（城中村）
改造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明确各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地下停车位价
格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约定，最高价不超过12.58万元/个进行销售，或
参照周边租赁市场的价格进行租赁，不得对小区业主以外的单位及个
人进行销售或租赁；

（八）建设销售履约保函、项目建设周期、延误期间所产生的过渡
安置费等其他相关事项祥见该地块的《海口市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
政府组织团购商品房合同》和《土地出让补充条件》；

（九）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
应在签订竞买成交确认书后6个月内动工，30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交
付使用。从出让合同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满两年不动工开发的，
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闲置满两年的，报海口市人
民政府批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
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
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十）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十一）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

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3日

美国商会、全国零售商联合会、消
费技术协会、服装鞋袜业联合会等多
家行业协会8月1日纷纷发表声明，反
对美国政府拟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10%关税的表态，认为此
举对美国国内各行各业危害很大。

美国商会高级副会长迈伦·布里
连特在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对3000亿
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只会
对美国企业、农民、工人和消费者造成
更大痛苦，削弱美国经济增长。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高级副
会长戴维·弗伦奇表示，该协会对美
国政府加码执行错误的关税策略感
到失望，认为此举已造成美国经济增
长放缓、不确定性增加和投资受到抑
制。过去一年美方加征的关税并不
管用，没有迹象显示再次加税会取得
新成效，新关税只会威胁美国就业，

增加美国家庭购买日用品的成本。
美国服装鞋袜业联合会会长里

克·黑尔芬拜因说，美国新一轮对华
加征关税将涵盖所有服装、鞋和家用
纺织品，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消费者的
加税，现在是美国国会收回管理国际
贸易权限的时候了。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
皮罗说，今年夏天300多家企业和行
业协会到华盛顿请求美国政府停止
加征关税，全美600多家企业也致信
特朗普总统反对加征关税，美国政府
不应忽视美国企业和工人对取消加
征关税的诉求。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会长贾
森·奥克斯曼说，美方加征的关税已
令美国消费者、工人和企业损失超
300亿美元，再加征新关税将扩大伤
害，令美中双方离达成有意义的解决

方案更远。该协会敦促美国政府将
精力集中在达成长期协议上。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
艾伦说，在了解到中美双方在上海举行
建设性的经贸磋商后，美国政府仍决定
对中国商品推进新关税计划令人不
安。我们担心这些额外关税将进一步
损害美国作为可靠供应商的声誉，美国
农民、工人和消费者会遭受更多损失。

美国游说组织“关税伤害美国腹
地”发言人乔纳森·戈尔德说，新一轮
对华关税将会影响鞋、服装、玩具和
电子产品等美国家庭日用品。贸易
战没有赢家，进一步加税只会造成美
国经济增长放缓、更多农场破产、就
业减少和物价上涨。

美国玩具协会发表公告说，美国
政府新宣布的征税措施将可能涵盖
成品玩具和其他所有与玩具相关而

尚未被加征税的商品。协会已在过
去一年多积极主张反对加征关税，作
为美国自由贸易联盟的一员，今后将
继续关注关税对美国企业、就业和家
庭带来的负面冲击。

美 国 鞋 履 分 销 及 零 售 协 会
（FDR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特·普里
斯特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拟对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的
消息令人惊愕和丧气。该协会已不知
疲倦地反对增加鞋类关税，希望中美间
持续的公开沟通可以为缓解贸易紧张
留出时间，并最终结束关税威胁。

普里斯特指出，新一轮拟加征关
税将与每个美国人相关，美国售出的
鞋类中有70%来自中国，对来自中国
鞋类产品的关税已涨至67%。美国
政府实际将美国家庭作为其贸易战
谈判的“人质”，加征关税将显著提高

鞋类零售价，将对整个行业的新增就
业带来不利影响。

美国零售业领导人协会（RILA）
负责国际贸易的副总裁胡恩·郭1日
发表声明说，即将加征关税的产品几
乎全是消费类产品，这是对美国家庭
预算的直接打击。他说，如果真的实
施该关税措施，涨价物品将包括服
装、玩具、家用物品和电子产品，而这
将由美国消费者承担。

美国运动和健身产业联合会发
表声明说，对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决
定表示失望，最新决定意味着贸易战
将再度升级。“我们不认为关税是解
决问题的办法，由于中国在许多美国
公司运营中扮演着关键的生产角色，
我们将继续努力说服总统放弃对中
国进口商品增加关税。”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日电）

美行业协会众声反对白宫新的对华关税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