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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美新一轮互征关税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所作所为完全是自卫反击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马卓言）针
对国际社会对中美新一轮互征关税表示忧虑，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5 日表示，中方所作所为完
全是针对美方无理行径的反制，纯属自卫反击，
既是为了捍卫自身的合法正当权益，也是为了
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我们注意
到，国际社会这两天对中美新一轮互征关税普
遍表示忧虑，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会对世界
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有人用“晴雨不定”来
形容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并将贸易问题列为
“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中方对此有何回
应？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缓解各方忧虑？
耿爽说，中方注意到国际社会的反应，对各
方的忧虑表示理解。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不符合
任何一方利益，而且会拖累世界经济。
“但我要明确告诉大家的是，
是美国挑起的
贸易争端，不是中国；是美国打响了加征关税的
第一枪，
不是中国；
是美国在反复操弄极限施压，

不是中国。迄今为止，
中方所作所为完全是针对
美方无理行径的反制，
纯属自卫反击。中方这么
做，既是为了捍卫自身的合法正当权益，也是为
了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
”
耿爽说。
他说，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贸关
系既对两国意义重大，
也对全球经济发展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美方本应与中方一道，
肩负起应
有的责任，
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但美方却一意孤
行，单方面发起贸易战，多次在中方满怀诚意进
行磋商之时，
违背双方共识，
对华加征关税。
耿爽说，谁是新一轮中美贸易争端的始作
俑者，谁是阻碍全球自由贸易的规则破坏者，谁
又是拖累世界经济的风险制造者，国际社会自
有公论。
耿爽表示，中方希望美方能够听一听国际
社会的理性和正义呼声，早日认清形势，回归正
轨，同中方相向而行，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这不仅对中美两国
有利，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外交部：

美国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完全可以克服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马卓言）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 15 日表示，中国经济一直保持
平稳增长，呈现积极向好势头。美国的贸易保
护主义措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但完
全可以克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抵御任何外
部风险和冲击。
有记者问：据报道，连日来，美方多次称，中
国的经济不太好，中方十分渴望与美方达成经
贸协议。中方是否认同美方看法？中方如何评
估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美方的说法毫无依据。”耿爽说，事实上，
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呈现积极向好势
头。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会对中国经济造
成一定影响，但完全可以克服。我们有信心、有
能力抵御任何外部风险和冲击。
”
耿爽说，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 6.4%，增速超出预期。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内需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去年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

76.2%。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将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下调至 3.3%，但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 0.1
个百分点至 6.3%。这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
一被上调的国家。
外贸方面，耿爽说，今年 1 月至 4 月，中国外
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4.3%，对欧盟、东盟等出口都
出现了大幅增长。
“中国的贸易伙伴遍天下，中
国正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世界各国
都想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实现互利共赢。如
果有人不愿与中国做生意，自然会有别人来填
补空缺。
”
耿爽表示，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拥有
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拥有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拥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
和投资市场。
“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
会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伐，根据自己的时
间表和路线图，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坚定推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

外交部：

美方声称本国消费者不会为对华加征关税买单有悖常理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马卓言）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 15 日表示，美方声称本国消费
者不会为对华加征关税买单与常理相悖，中方
奉劝美方早日认清形势，回归正轨，同中方相向
而行。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方称，
美国农民会成为对华加征关税的最大的受益者
之一。中国可能会对美国农民有一定程度的报
复，但美国将致力于向本国农民提供援助。此
外，美方还称，美国消费者没有理由为对华关税
买单。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美方的说法完全是混淆视听。美
国的农民和美国的消费者都是无辜的，他们“被
代言”了。
他说，近日，美国大豆、玉米、小麦等农业组
织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反对美对华加征关税。
美国玉米种植者协会负责人表示，美国农业需
要的是确定性而不是关税。美国农民一直在耐
心等待中美经贸磋商的成果，但这种耐心正不
断消逝。美全国农民联合会指出，美农民正在
应对农产品价格疲软、自然灾害等问题，难以再
承受中方的报复性关税。还有机构表示，农场

主需要的是合同，
而不是政府补贴。
耿爽说，过去几年，中国一直是美国农产品
的主要买家。以大豆为例，2017 年，美国约有
60%的大豆销往中国，
中国是美国大豆的最大出
口目的地。但双方发生贸易摩擦以来，
美国大豆
的对华出口大幅下降。正如美国大豆协会负责
人日前所说，美国花了 40 年才建立了中国大豆
市场，
随着贸易战持续，
这一市场将难以恢复。
“至于美方声称本国消费者不会为对华加
征关税买单，我想这与常理相悖。”耿爽说，根据
美国经济学家公开发表的一项研究，加征关税
使 美 消 费 者 和 进 口 商 去 年 每 月 损 失 44 亿 美
元。美有关行业组织近日来多次发表声明称，
美对华加征关税是一种错误做法，如果继续，将
使美国家庭年均支出增加 2300 美元。还有美
国媒体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消费者是贸易战
的炮灰。
“我们奉劝美方看一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听
一听各界人士的呼声，算一算自身利益的得失，
早日认清形势，回归正轨，同中方相向而行，争
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
议。
”耿爽说。

美俄互动会否影响中俄关系

外交部：
并不担心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马卓言）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 15 日在回应有关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访俄的问题时表示，对于美俄互动是否
会影响中俄关系，中方并不担心。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蓬佩奥刚刚
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
访问期间美俄都表达了改
善双边关系的积极意愿。美方称美俄并非在所

有问题上都是对手。中方对俄美这一最新互动
有何评论？是否担心这可能会影响中俄关系？
耿爽说，美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和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国。中方乐见美俄
加强沟通对话、改善关系，相信这有利于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有利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各种全
球性挑战。

“中国盗窃知识产权
中国盗窃知识产权”
”？多国专家驳斥
究所高级主任肖恩·兰道夫在报告《中国
创新：中国技术未来及对硅谷的意义》中
说。
英国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中国管理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彼得·威廉姆森教授
说：
“ 即便相对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
中国当前的研发投入也已达到一个很高
的百分比。新一代的企业家正在推动中
“盗窃”
论调只是政治噱头
国创新，政府政策在鼓励创新，中国市场
“大多数围绕所谓‘技术盗窃’的炒 中的消费者和商家也都对尝试新事物持
作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噱头，目的是削弱 有非常开放的态度。”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取得的进步。”美国
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 2019
《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社长 年 4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 10 年间，美
威廉·琼斯说。
国研发支出的年增长率为 2%，而中国是
“中国正处在重大的工业化进程中， 13.1%。
拥有大量本土人才和政府支持，取得了
保护知识产权不容置疑
世界瞩目的进步。而美国的问题恰恰是
政府缺少支持，只把‘创新’丢给市场，结
专家们还认为，中国在尊重和保护
果证明并不是很有效，”琼斯说，
“问题出 知识产权方面显示了长期决心，付出了
在美国自己的懈怠，而中国（在科技研发 不少努力，
其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方面）的投入多于美国，长期而言会拥有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指
更大潜力。
”
出：
“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领导层非常重
对于美国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 视知识产权在创新和当代经济中的作
面的指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 用，相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中国
朗西斯·高锐指出，
“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 （的发展）还体现了知识产权是一个横向
当然是新技术力量的崛起，以及更为普 问题，它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
遍的新经济力量”，而对此的质疑只是对 济等所有领域，经济各个方面都受到创
手的一种竞争手段，
“质疑竞争对手的战 新和技术能力的影响。因此，中国在整
略，这不是第一次，我们在工业革命期间 个经济中拥抱广泛有效的知识产权也是
就看到过”
。
一个重要经验。”
“过去 30 年，我们看到中国在保护
“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长期政策的
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极大进步，包括建 决心，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强调这一政
立知识产权制度、相关基础设施、法律基 策。像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知识产权框
础、关于知识产权的课程体系和专门法 架等，这些不是可以在 6 个月或 12 个月
院等，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高锐说。
（短期内）内获得的东西，而是需要长期
的承诺和努力，中国的经验表明了这一
中国创新成绩有目共睹
点。
”他说。
“把中国视作抄袭者是一种误解，中
日本 21 世纪构想研究会理事长，原
国能够且正在创新。”美国信息技术和创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交
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指出。
流中心主任马场链成指出，中国正在加
在科技创新领域，中国取得的成绩 速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不断出台强化知
有目共睹。多名专家认为，中国科技创 识产权保护的政策。目前，中国已将强
新为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纳入到行政和司法
献。中国在 5G、移动电子商务、移动支 体系中，这显示出中国以建设知识产权
付、智能手机、新能源技术，以及金融科 强国为目标。
技等多个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在人
数字化欧洲组织总干事塞西莉亚·
工智能、电动交通和自动驾驶等方面已 博内费尔德-达尔说，中国在保护知识产
经取得重要进展。
权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这些都是非常
“有人仍然认为中国擅长‘拷贝’外 积极的措施。
“ 与过去相比，中国不少领
国技术，而非领导技术创新，这是一种过 域现在都放开了，而且我也了解到中国
时陈旧的观点。未来几年，中国技术能 在这方面还会做得更多。毫无疑问，中
力的进步会对国际市场和全球竞争格局 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已经成为非常重要
产生深刻影响。”美国湾区理事会经济研 的参与者”
。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针对美国
近期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新华社
记者采访多国权威专家，他们从不同角
度阐述的观点表明：这种论调没有根据，
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把戏。中国科技创新
有目共睹，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不
容置疑。

用
“文明
文明”
”
粉饰霸权，
粉饰霸权
，
很不文明！
很不文明
！
近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
任基伦·斯金纳，抛出所谓美中“文明冲
突”
“文明较量”
“文明对抗”的论调，给中
美关系制造新的麻烦。假“文明”之名给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涂脂抹粉，再次暴露
了美方霸权思维的傲慢偏执，
很不文明！
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应当平等
共存，这是人类付出极大代价得出的惨
痛教训。在 21 世纪的今天，公然说出“文
明对抗”，反映的是极不合时宜的冷战思
维，
散发出一种历史的霉味。
从 什 么“ 中 国 人 好 日 子 过 得 太 久
了”，到所谓“美国重建了中国”，以及大
言不惭的“把中国开除出 WTO”，其本质
一脉相承，那就是美方唯我独尊、居高临
下的霸凌心态。
斯金纳所谓“文明对抗”的谬论无疑
把美方一些人对本国历史的无知暴露在
世人面前。在不少人眼中，对多样文明
的珍视和追求是美国的重要象征。然
而，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社会多元
文明共存的局面，并非天上掉下来的，而
是付出了很大代价才实现的，直到今天

仍脆弱而敏感。对其他文明的排斥和敌
视，在美国国内史和对外史上曾造成怎
样的严重后果，美国按说比谁都清楚。
中华文明上下绵延五千年，始终在
交融互鉴、
兼收并蓄中丰富和发展。对待
其他文明，中国人历来主张平等而非傲
慢、
尊重而非偏见、
交流而非交锋、
包容而
非排斥、
和平而非对抗。中国人历来爱好
和平。过去，
中华文明没有和任何文明产
生“文明冲突”，现在、未来也不会与其他
文明产生“文明冲突”。美方个别人宣扬
所谓
“中国威胁论”
“美中文明较量论”
，
是
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恰恰表明
他们对中华文明缺乏了解，
也更加证明了
文明对话而非冲突对抗的必要性。
作为负责任大国，理应求同存异，以
开放心态加强对话，为破解“文明冲突”
迷思做出探索和贡献。
“各种文明本没有
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
睛。”一旦被“冲突”
“较量”
“对抗”等零和
思维蒙蔽了双眼，其结局无非是中国一
句成语所言：盲人瞎马、
夜半临池。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