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针对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7月 10日发表的《关
于 301调查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务部12日发表声明如下：

一、美方污蔑中方在经贸往来中实
行不公平做法，占了便宜，是歪曲事实、
站不住脚的。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和
打压中国发展的目的，编造了一整套歪
曲中美经贸关系真相的政策逻辑。事实
上，美国社会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完全
是美国国内结构性问题造成的，中国经
济的成功从来不是对外推行“重商主义”
的成功，从来不是实行所谓“国家资本主
义”的成功，而是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和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成功。第一，关于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美方称对华存
在大量贸易逆差，其数字是被高估的，且
主要原因不在中国，而在于美国国内储
蓄率过低以及美元发挥着国际主要储备
货币的职能，在于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
工差异，也在于美方出于冷战思维，对自
身享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实施
人为限制。第二，关于所谓“盗窃知识产
权”问题。中国政府已建立了相对完整
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并不断发挥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推进设立
知识产权法院和专门审判机构。2017
年，中国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达
到 286亿美元，比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
时增长了15倍之多。第三，关于所谓“强
制技术转让”问题。中国政府没有对外
资企业提出过此类要求，中外企业的技
术合作和其他经贸合作完全是基于自愿
原则实施的契约行为，多年来双方企业
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第四，关于“中
国制造 2025”等产业政策。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中国政府实施这些政策主要是
指导性、引领性的，并且对所有外资企业
都是开放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
自身在农业和制造业都存在大量补贴。

二、美方指责中方漠视中美经贸分
歧、没有进行积极应对，是不符合事实
的。美方声称“一直耐心地”对中方做工
作，而中方置之不理。事实上，中方始终
高度重视双方存在的经贸分歧，从维护
中美经贸合作大局出发，从满足中国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推动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出发，一直在以最
大诚意和耐心推动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分歧。仅今年 2月至 6月，中方就与美
方进行了四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并于 5
月 19日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就加强双
方经贸合作、不打贸易战达成重要共识，
但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反复无常、出
尔反尔，竟公然背弃双方共识，坚持与中
方打一场贸易战。中方为避免经贸摩擦
升级尽了最大的努力，事情发展到今天
这一步，责任完全在美方。

三、美方指责中方反制行动没有国际
法律依据，其实恰恰是美方单方面发起贸
易战没有任何国际法律依据。2017年 8

月，美方不顾中方和国际社会反对，单边对
华发起301调查。2018年 3月，美国炮制
出所谓301调查报告，不顾征求意见中高
达91%的反对声音，于7月6日对中国340
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 25%关税。7月 11
日，美国变本加厉，公布拟对中国2000亿
美元产品加征关税的清单。美国301调查
既在国内法项下违反其总统向国会作出的
行政声明，又在国际法项下违反其在1998
年欧盟诉美世贸争端案中作出的承诺。美
国的征税措施公然违反世贸组织最惠国待
遇基本原则和约束关税义务，是典型的单
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是
对国际法基本精神和原则的公然践踏。

四、中方被迫采取反制行动，是维护
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必然选择，是完全
正当、合理合法的。对于美方一再发出的
贸易战威胁，中国政府反复申明“不愿打、
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原则立场。
中方坚持不打第一枪，但在美方率先打响
贸易战的情况下，被迫采取了对等反制措
施。中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捍卫国家尊
严和人民利益，捍卫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
贸易体制，捍卫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中
国政府已经将美国单边主义行为诉诸世
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国政府针对美
国单边做法所造成的紧急情况，被迫采取
相应的双边和多边应对措施，完全符合国
际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五、美国打贸易战不仅针对中国，还
以全世界为敌，将把世界经济拖入危险境
地。美方打着“美国优先”旗号，以一己之
私，随意“退群”，四面树敌，不仅以知识产
权为名对中国发起301调查，还以国家安
全名义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发起232调查，
针对钢铁、铝、汽车等重要产业制造贸易
摩擦。目前，已有多个世贸成员对美国采
取反制措施，并将美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
决机制。可以说，美方发起的这场经济史
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不是中美之间的贸
易战，而是一场全球范围的贸易战。美国
这么做，将会把世界经济带入“冷战陷阱”
“衰退陷阱”“反契约陷阱”“不确定陷阱”，
会严重恶化全球经贸环境，戕害全球产业
链和价值链，阻碍全球经济复苏，引发全
球市场动荡，殃及世界上众多的跨国公司
和普通消费者利益。

六、中方将继续按照既定部署和节
奏，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并与世界
各国一道，坚定不移地维护自由贸易原则
和多边贸易体制。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过去 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
的是改革开放，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仍然要靠改革开放。不管外部环境发生
什么变化，中国政府都将坚持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护产权和知
识产权，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
争、反对垄断，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创造有
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坚定支持经济全球
化，坚定维护国际经贸体系，与世界上一
切追求进步的国家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商务部发表声明

●●●●● ● ●●●●●●● ● ●●

4要 闻 E-mail:jfjbgjxw@163.com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３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罗铮 徐琳 彭况

奇迹，终究没能出现。
英格兰队，还是未能闯过半决赛的

关卡。梦回 1966，成为海市蜃楼；“足
球回家”，成为球迷拿来调侃的一个梗。

其实，这场比赛中英格兰队并不缺
少机会，毕竟开场仅 5分钟就依靠后卫
特里皮尔一脚精准的任意球直接破门，
看台上的英格兰球迷喜出望外。“三狮
军团”几乎是带着 1比 0的领先优势开
始 这 场 比 赛 ，“Football is coming
home”飘荡在整个莫斯科卢日尼基球
场上空。

顽强，是克罗地亚队在本届俄罗斯
世界杯上最大的标签。第 68分钟，佩
里西奇左脚外脚背弹射破网，将双方拉
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扳平比分后的“格
子军团”士气大振，加时赛第 109分钟，
曼朱基奇门前扫射入网帮助球队反超，
这一比分被保持到了终场。英格兰队
止步半决赛，将移师圣彼得堡和比利时
队进行季军的争夺。克罗地亚队则历
史性地闯进了世界杯决赛，将在 15日

迎来与法国队的终极对决。
索斯盖特将这支年轻的英格兰队

带到了新高度，但他们还是输在了缺乏
大赛经验上。英格兰队该赢，他们在上
半场领先后，还获得了 3次绝佳的进球
机会，凯恩、林加德和斯特林都有机会
破网，可惜他们都一一错过。即便到了
下半场，英格兰队也还有生机，但由于
缺乏应有的紧迫感和对场上局势的有
效控制，最终让佩里西奇扳平比分。英
格兰队还输在士气，在大力神杯向他们
招手的时候，他们却没能在领先后乘胜
前进，终结比赛。

表面上，英格兰队错失扩大战果的
机会，为最终输球埋下伏笔，但更深一
层，是该队没有拿下比赛的决心和信
心。决心不是嘴上说的，而是行动上的
追求，是在局势有利时追歼穷寇的态
度。可惜，我们在场上并没有看到“三
狮军团”的果敢和坚毅。

反观过去的德国队和意大利队，他
们在关键之战往往善于把握稍纵即逝

的机会，终结比赛。凡事预则立。创造
机会、把握机会永远是赢家的气质，彪
悍的日耳曼人和老辣的意大利人知道
那些机会来之不易，苦苦挣扎就为了那
致命一击，所以总能做到稳准狠，而英
格兰队和比利时队显然在这方面还有
很大的进步空间。

点球大战的胜利和进入四强的喜
悦，让英格兰球迷忽视了重要的一点：
这支英格兰队的攻击力本就没有英国
媒体和球迷想象得那么强大。面对强
队缺少有效办法，是这支“三狮军团”以
后急需改进的地方。

英格兰队被淘汰了，但这场比赛没
有输家。因为以英格兰队的实力，他们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已足够出色，不仅时
隔 28年再次闯入四强，还带来了无限
的希望，毕竟这一群“幼狮”4年之后将
更加成熟。

主帅索斯盖特，无疑是英格兰队最
大的功臣。正是因为有了他，“三狮球
迷”才能把《足球回家》这首歌唱遍伏尔

加河两岸。索斯盖特低调、务实，他为
这支年轻的“三狮军团”设计了独有的
战术打法——苦练定位球。英格兰队
6场比赛打进 12球，只有 3球来自运动
战，其余全部依靠定位球。当然，英格
兰队在运动战中也创造出了不少得分
机会，可惜他们把握机会的能力还不
够，诚非主帅之过。

与决赛失之交臂，英格兰队不哭。
4年之后的卡塔尔，索斯盖特麾下的这
支球队依然具有冲击冠军的希望。

克罗地亚人历经三个加时赛，闯进
了决赛，不仅超越了 1998年的“黄金一
代”，更为自己创造了冲击大力神杯的
机会。

有人说，世界杯的赛场有个铁律，
就是每隔 20 年就会诞生一个新的冠
军。1958 年，巴西首度加冕；1978 年，
阿根廷头回称雄；1998年，法国首次站
上世界之巅。那么，2018 年会轮到克
罗地亚吗？

（本报莫斯科7月12日电）

加时赛惨遭克罗地亚队绝杀，年轻的“三狮军团”未能继续前行—

“足球回家”，这么近却那么远
■本报记者 仇建辉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由中国
共产党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高层对话会非洲专题会将于 7月 17至

18 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
会议主题为“中非政党探索符合国情发
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非洲约 40个政

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将应邀与会。
此次专题会是落实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 12月中国共

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关于对
话会机制化倡议的重要活动，同时积极
配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非洲专题会将在坦桑尼亚举行

连日来，中国海军第29批护航编队滨州舰，在航

渡期间开展多课目实战化训练，提高官兵在远海大

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上图：特战队员乘小艇前出，开展登临检查训练。

左图：特战队员进行直升机索降训练。

靳 航、韩 林摄影报道

砺 兵 大 洋

本报济南7月12日电 记者李建
文报道：记者 12日从中国空军参加“国
际军事比赛－2018”媒体吹风会上获
悉，空军将派出轰－6K 轰炸机、歼－
10A歼击机、歼轰－7A歼击轰炸机、伊
尔－76运输机、运－9运输机等五型战
机和一支空降兵分队，赴俄罗斯参加即
将开幕的“国际军事比赛－2018”。其
中，轰－6K轰炸机和运－9运输机均是
首次出国参赛。
“国际军事比赛－2018”是俄罗斯

国防部发起的一项国际性军事赛事，
由中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阿塞拜
疆、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伊朗等 7
国军队共同承办，将于 7 月 28 日开
幕。中国空军将赴俄罗斯参加在其
境内梁赞州举行的“航空飞镖”项目
和在车里雅宾斯克州举行的“空降
排”项目比赛。

轰－6K轰炸机，是中国自主研发
的中远程轰炸机，具有航程远、载弹
量大、防区外精确打击能力强的特
点，被军事爱好者誉为“战神”。该型
轰炸机自 2015 年 3 月正式亮相以来，
多次飞越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对马
海峡，并执行过警巡东海、战巡南海、

绕岛巡航任务。歼－10A 歼击机是中
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全天候多任务战
斗机，具有机动性能好、综合航电系
统先进、制空与空面精确打击能力强
的特点，属于典型的第三代改进型战
机。歼轰－7A 飞机是我国自行研制
的一款主要承担对地面、海上目标突
击任务的中型歼击轰炸机，具有航程
远、载弹量大、低空超低空机动性能
好、信息对抗能力强的特点，又称“飞
豹”，空军、海军航空兵部队均有装备，
已数次参加国际军事比赛。运－9 运
输机是国产新型中程中型运输机，具
有任务适应性强、综合航电系统先
进、机动性能好的特点，2014 年在珠
海航展上正式亮相。中国空军装备
的伊尔－ 76 运输机，参与过海外撤
侨、接迎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和中外
联合军演等多次重大海外行动，航迹
到过非洲、欧洲和大洋洲。

空军新闻发言人表示，参加国际军
事比赛，是提高实战能力的有效途径。
空军实战化训练正在向大海、远洋和高
原、山谷延伸。空军官兵全面推进练兵
备战，不断锤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能力。

空军轰－6K等五型战机和空降兵

将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1日电 （记
者高攀）美国国会参议院 11日通过一项
非约束性的动议，呼吁限制美国总统基
于国家安全征收关税的权力。

参议院当天以 88 票赞成、 11 票
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动议，指示

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在协商 2019 财
年与能源和水利发展相关的拨款法案
最终文本时加入一项条款，允许国会
在美国政府基于 《1962 年贸易扩展
法》 第 232 条 款征收关税时发挥作
用。

美参议院通过动议

呼吁限制总统征收关税权力

对世界经济史来说，十年并不是

一个很长的时间段。许多人一定还记

得，世界经济在美国华尔街引发的国

际金融危机中风雨飘摇时，人们喊出

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句话饱含了

多少焦虑和不安。

十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复苏的

势头远不如人们期许的那样强劲，信

心的极端重要性并未减弱。然而，正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所

言，“笼罩世界经济的乌云正变得越来

越重，最大和最重的乌云是信心的恶

化”。恶化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

信心的源头来自何方？只要随手翻一

翻各国的报章，读一读那些有关美国

同贸易伙伴大打贸易战忧心忡忡的报

道，答案再清楚不过地摆在人们面前。

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

一环，美国公开违反世贸规则，大范围

挑起贸易争端，势必破坏全球贸易秩

序，危害世界经济增长。世界银行上

月初发布报告指出，全球关税广泛上

升将会给全球贸易带来重大负面影

响，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

响尤为明显，特别是那些与美国贸易

或金融市场关联度较高的经济体。权

威人士预测，如果关税回到GATT/

WTO（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之前

的水平，世界经济将立即收缩2.5%，全

球贸易量将削减 60%以上，负面影响

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美国发动贸易战对全球价值链形

成冲击，并通过各国经贸之间的相互

关联，产生广泛的溢出效应，影响世界

经济有效运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

年4月发出警告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

壁垒的增加将破坏全球价值链，减缓

新技术扩散，导致全球生产率和投资

下降。随着美国不断升级贸易战，全

球市场信心受到强烈冲击，股市、汇市

加剧波动，多国企业信心指数下滑。

贸易战向来是一把双刃剑，美国不

可能不为自己失去理性的单边保护主

义行径付出沉重代价。中国为了维护

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已经对

美国强行加征关税做出有力反击。在

此之前，欧盟已从6月22日起对价值28

亿欧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加拿大则

于本月1日起对126亿美元的美国产品

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国家纳税人

联盟、美国商会及众多有识之士纷纷指

责白宫发起的贸易战对美国人来说是

“就业杀手”，损害的是美国产品竞争力

和广大民众的利益。

美国是头号发达国家，绝大部分美

国人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把世界

经济搞乱了，美国人的日子自然也会受

影响，但总不至于基本保障都成问题

吧？白宫决策者由着性子打贸易战时，

想过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来说意味

着什么吗？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

明确表示，贸易战对所有人都有害，但

穷人将损失高达63%的购买力。

无论是在道义层面上讲，还是从

国际规则角度看，美国都没有权力给

世界经济制造“衰退陷阱”。

美国不是惯于谈论“国际责任”和

“全球公共产品”吗？经济全球化深入

发展的今天，各国利益深度交织在一

起。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增强

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稳定人们对发

展前景的信心，这是每一个国家不可

或缺的国际责任。无论美国炮制出怎

样的理论依据来遮掩辩解，说破了天

也没有人会相信违反世贸规则大打贸

易战不是极具破坏性的所谓“全球公

共产品”。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无论是体量还是强势货币地位都决定

了其政策走向对世界经济有着巨大牵

动作用。这一切都不是过高的要求，

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自选项，而是美国

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必须有的担当。道

理简单得很，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地球村不是蒙昧的原始部落，贸

易霸凌主义永远都不可能写入村规民

约。地球村里的事情不能一家说了

算，一家说了也不可能算。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美国不应将世界经济拖入“衰退陷阱”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