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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6日电（记者潘跃）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
获悉，今天是清明节小长假第二天，各地集中祭扫人数
较前一日大幅回落。根据民政部清明节工作办公室对全
国180个群众祭扫观测点数据统计，所有观测点全天共接
待祭扫群众257.8万人次，疏导车辆33.4万台次，比清明
节当日分别减少了51.7％和53.8％，参与服务保障的工作
人员 2.7 万余人。各地民政、公安、交通运输、城市管
理、工商等部门密切配合，应急准备充分，服务保障到
位，群众祭扫秩序良好，未发生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

明天是清明假日的最后一天，预计各地出行祭扫人数
仍会出现小高峰。民政部清明节工作办公室将密切关注各
地祭扫活动动态，指导各地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机构严格
落实各项安全措施，避免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同时，提醒广
大公众及时关注交通状况和气象信息，文明低碳祭扫。

中方针对美方或再对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作出回应

坚决回击 奉陪到底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6日就
美方考虑对中国1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答
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总统要求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研究是否对中国1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征收额外
关税，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陆慷说，我们注意到美方有关声明。大家可能注
意到，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已就此表明中方立场。
我愿在此再次重申，在中美经贸问题上，中方立场已
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想打，但不怕打贸易战。

他说，对美方声明我们将听其言观其行。如果美
方不顾中方和国际社会反对，坚持搞单边主义和贸易
保护主义行径，中方将奉陪到底，不惜付出任何代
价，必定予以坚决回击，必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
施，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陆慷表示，这次中美经贸冲突，是美方一手挑
起，本质上是美单边主义对全球多边主义、美保护主
义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挑衅。中方将继续扩大改革开
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
便利化。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6日晚
就美方考虑再对中国1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答
记者问。

记者问：美东时间4月5日，美国总统发布声明，
考虑再对中国1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关税，请问中
方有何评论？

陆慷说，看来美方严重错判了形势，采取了极其
错误的行动。美方此举终将损害自己的利益。中方已
经做好充分准备，如果美国公布新增1000亿美元征税
产品清单，我们将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反击。
我们说过，美方不应心存侥幸。

记者问：你认为这场所谓贸易战的性质是什么？
陆慷说，我们认为这是美方以单边主义对抗多边

主义之争，以保护主义对抗自由贸易之争。如果多边
主义和自由贸易受到威胁，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遭到破
坏，整个世界经济复苏都会受到严重威胁，这有损中
国的切身利益，更有损全球的共同利益。面临这样的

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坚决斗争。
记者问：如果美方进一步采取升级行动，你们会

如何应对？
陆慷说：中国商务部已表明，我们已经做好了应

对美方进一步采取升级行动的准备，并已经拟定十分
具体的反制措施。我们说过，中方不会挑事，但也不
会任人挑事，定会坚决应对。中国人办事历来说到做
到。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于佳欣） 针对美
方发布的或再对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6日发表谈话指出，中方将不惜付
出任何代价，必定予以坚决回击，必定采取新的综合
应对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高峰说，我们注意到美方有关声明。在中美经贸
问题上，中方立场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想打，但
不怕打贸易战。

高峰表示，对美方声明我们将听其言观其行。如
果美方不顾中方和国际社会反对，坚持搞单边主义和
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中方将奉陪到底，不惜付出任何
代价，必定予以坚决回击，必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
施，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于佳欣） 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高峰 6日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双方
的财经官员并没有就经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目前情
况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新闻吹风会上作出表
示的。对于美方称考虑再对中国1000亿美元出口商品
加征关税，高峰指出，美方行为十分无理，美方严重
错判了形势，采取了极其错误的行动，这种行动的结
果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美方称考虑再对
中国1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已经做好充
分准备，将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反击。

针对有美方高官表示，中美双方正在就贸易冲突
进行谈判。高峰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的财经官
员并没有就经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美方公布 301 调
查报告及产品建议清单后，中方予以坚决回应；美方
称考虑再对中国1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中方

进行了更加坚定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更不可
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高峰说，我们已经按照底线思维的方式，做好了
应对美方进一步采取升级行动的准备，并已经拟定十
分具体的反制措施。中国人的做事方式是，我们不会
挑事，但如果有人挑事，我们会坚决应战。中国人办
事历来是十分认真的，一定会说到做到。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申铖） 针对美国总
统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研究是否对中国1000亿美
元出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中国国际商会 6日发表声
明称，中国工商界坚决反对此种缺乏理智的错误言
行，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声明称，中国国际商会对美国 301 调查和发布的
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其存在预设调查
结论、缺乏确凿证据、采用双重标准等诸多法律问
题 。 中 国 政 府 已 将 美 国 232 调 查 和 301 调 查 诉 诸
WTO，我们对此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再次重申，美国
此次“301 调查”既违反国际经贸规则，又背弃它自
身在 WTO 的承诺，既损害中美两国利益，又损害全
球经济利益。通过对广大会员企业调查发现，自从美
国宣布拟对我 500 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以来，中美双
边贸易中企业履约困难加大、违约风险剧增，美方已
严重扰乱了正常国际贸易秩序，给两国工商界造成了
无法估量的损失。

中国国际商会在声明中表示，贸易保护主义在历
史上曾带来深重灾难，稳定的多边贸易体制来之不
易，所有 WTO 成员应倍加珍惜和维护。在中美经贸
关系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双方互有诉求都是正常的，
但面对这些诉求，寄希望于单边保护主义则是南辕北
辙的愚蠢做法。

声明强调，中国工商界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以更高站位、更强定力坚决支持中国政府采取有针对
性的综合措施，反击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行为。我们呼
吁包括美国工商界在内的国际工商界采取及时有效措
施，敦促美国政府迷途知返，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捍卫公平公正的
国际营商环境。

当地时间 4 月 5 日，美国总统要求
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考虑对
中国 1000 亿美元出口商品征收额外关
税。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迅速回应，重申
在中美经贸问题上，中国不想打、但不怕
打贸易战。同时，中国保持强硬姿态，强
调如果美方不顾中方和国际社会反对，
坚持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
中方将奉陪到底，必定予以坚决回击，必
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施，不惜付出任
何代价，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

中方表态是基于对美政策动向的判
断。美抛出“对从中国进口的1000亿美元
商品加征关税”，看似来势汹汹，实为仓
促应对，色厉内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推出 500亿美元拟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
清单后，中国在数小时内进行官方表态
并公布反制措施。反制清单精准打击，针
对美农业、制造业等行业，加剧了美国国
内对经济发展和贸易环境的恐慌情绪。
中方迅速而强硬的反应超出美预期，美
政府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内反弹。美国内
舆论认为，今年将进行的中期选举中，特
朗普支持率会受到影响；美精英阶层也
纷纷指出，政府决策过分凭借直觉而非
全面、长远考虑，担心政策偏差正在损害
本国利益。在“失分”的尴尬局面下，美提
出继续加码，更多是挽回颜面，而非有备
而来。

“纸老虎”从来都吓不倒中国。中国

不会牺牲合法利益来纵容美国。美方漫
天要价也不可能达到目的。美方4月3日
公布的拟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涉
及约 500 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特朗普
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美中贸易逆差每
年 5000亿美元，知识产权盗窃造成 3000
亿美元损失。然而事实是，美方始终在数
据计算方面夸大逆差，刻意回避经贸合
作的合理性，一味强调逆差损害美方利
益，并以此为借口挥舞贸易保护大棒。

贸易战损人害己。美声称将最大化
地打击中国出口商，并最小化地影响美
国消费者，这只能是痴人说梦。当前，
美政府正一面挑起贸易争端，一面急于
安抚国内。美贸易代表声明，在各项流

程完成之前，没有关税会生效。特朗普
的首席经济顾问及其他政府官员试图稳
定国内的信心。显然，搬起的石头已经
砸了自己的脚。

中国相信得道多助，相信新型国际
关系才是国家间相处之道。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
要义，对国家间经贸关系发展同样适
用。中国将继续坚持正确道路，扩大改
革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球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美国自认为
可以为所欲为，其实是逆时代潮流而
动，最终只能导致自身被孤立。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
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纸老虎”从来吓不倒中国
■ 苏晓晖

“纸老虎”从来吓不倒中国
■ 苏晓晖

外交部：中方不会挑事，但也不会任人挑事，定会坚决应对。中国人办事历来说到做到

商务部：中方将不惜代价，必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施。目前情况下不可能进行谈判

正在沙特阿拉伯塞林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中沙联
合考古队，日前在遗址多个地点发现中国宋元时期的白
瓷片与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片，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
了十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塞林港遗址位于阿拉伯半
岛西南部，地处红海之滨。图为4月5日，中沙考古队员
在展开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 波摄

中沙考古队发现中国瓷片

本报北京4月6日电（记者严冰）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
公司获悉，6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135 万人次，
预计增开旅客列车410列，其中跨铁路局中长途旅客列车
91列，铁路局管内旅客列车319列。

4月5日，清明节小长假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
峰，发送旅客 1392.1 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其
中，上海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273.3 万人次，同比增加
10.1万人次，增长3.8%；广州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198.9万
人次，同比增加 24.1万人次，增长 13.8%；北京局集团公司
发送旅客135.7万人次，同比增加4.3万人次，增长3.3%。

清明假日铁路客流高位运行清明假日铁路客流高位运行

清明节小长假第二天

各地群众祭扫活动平稳有序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刘诗平） 正在西南印
度洋执行中国大洋49航次科考任务的“潜龙二号”无人
潜水器，于当地时间4月6日凌晨成功完成第50次下潜，
并将在本航次科考任务结束后正式进行技术升级。

记者从中国大洋协会了解到，“潜龙二号”于2015年
正式下海，在南海进行了15次验收试验，在西南印度洋
进行了35次下潜作业。

由科技部支持、中国大洋协会组织研制的“潜龙二
号”，是我国首台自主研制的4500米级深海资源自主勘查
系统，具备在深海进行热液异常探测、高精度微地形地
貌探测、高精度近底磁力探测和海底照相等功能。

“经过50次下潜，‘潜龙二号’的运行状态越来越稳
定。”“潜龙二号”装备负责人、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研
究员徐春晖说，“潜龙二号”目前处于升级方案详细设计
阶段，在本航次任务结束后将正式进行技术升级。

“潜龙二号”完成50次下潜
迎来技术升级新阶段

乐 享 清 明 假 期

4月6日，游客在陕西省延安市壶口瀑布拍照留念。
张博文摄 （新华社发）

4月5日，中外游客前往甘肃敦煌月牙泉观光游览。
王斌银摄 （人民视觉）

4 月 5 日，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龙潭古寨群众举行斗仡佬“桃
花”水龙活动。 邓 刚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