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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中国制造，不要加税”
——美对华加征关税听证会侧记

据新华社长春8月28日电（记
者王东明、高楠） 在28日举行的空
军航空开放活动媒体吹风会上，中国
空军发布了强军宣传片《护航新时
代》。

这部全长 2 分 46 秒的宣传片，
通过歼－20、歼－16、歼－10C 等
新型战机实战实训的震撼画面，展

现了新时代人民空军练兵备战的新
气象，彰显了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
权、保卫国家安全、保障和平发展
的意志能力。

近年来，空军警巡东海、战巡
南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忠实
履行使命任务，书写了新时代练兵
备战的新答卷。

空军发布宣传片《护航新时代》

本报北京8月28日电（记者陈
劲松） 北京边检总站与北京市商
委、北京市旅游委、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日前联合签署四
方合作协议，旨在优化通商旅游和
民航环境，打造国际一流航空枢
纽，为北京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
之都贡献力量。

根据协议，四方合作领导小组
正式成立，将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研究决定重大合作事项，协商解决
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合作向纵
深发展，将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是共同做好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京交会、北京国际电影
节、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2019年
北京世园会等重大活动的服务保障
工作，配合冬奥组委做好北京市赴

韩国平昌接旗等相关服务保障工
作。第二，加大对京津冀 144 小时
过境免签政策的宣传力度，研究推
出系列商贸、旅游、航线产品，提
升首都国际机场国际中转运力，扩
大入境旅游消费，积极促进北京市
服务业扩大开放。第三，立足各自
职责，共同维护通关、商业、旅
游、民航秩序，联合打击非法出入
境活动，惩戒“不文明”行为，推
动旅游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
广大出入境人员的安全感和满意
度。第四，加强对中外旅客、旅游
团体、导游、在华居留外国人的规
范性宣传，引导旅行社和广大出入
境人员准确了解国家移民管理政策
法规和便民举措，让更多的出入境
人员充分享受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

优化通商旅游民航环境

北京边检等签署合作协议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记者
王卓伦）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28日在
中南海会见希腊外长科恰斯。

王岐山表示，中希都是拥有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双
方传统友好，人民感情深厚，高层
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中方
愿同希方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
领 ， 加 深 各 层 面 各 领 域 相 互 了
解，不断夯实中希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互信基础；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
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协
调与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建
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科恰斯表示，希腊是中国真诚
的伙伴，两国关系具有战略意义。
希方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
作，加强文明互鉴，发挥文化底蕴
优势，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王岐山会见希腊外长王岐山会见希腊外长

5 年前，一项倡议源自中国，蜿蜒伸向远方，为
世界架起联通的桥梁；5年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
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

8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引发海外华侨华人热切关注。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身处世界各地的多位华侨华人纷
纷表示，“一带一路”造福世界，令人骄傲，愿为

“一带一路”贡献力量。

百花齐放春满园

“非常提气！”菲律宾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蔡
志河第一时间关注了习近平主席在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我们常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沿
线国家提供了一种经济发展的新方案，承载着各
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蔡志河以他所在的菲律宾为例介绍称，一直以
来，菲律宾政府及当地民众都非常关注“一带一路”
倡议，因为这与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高度契
合。“两国合作空间广阔，形势大好，‘一带一路’倡
议将拓宽两国经贸交往，让两国人民从中受益。”

秘鲁 《公言报》 总编辑孟可心发现，虽然相
距遥远，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触角已经抵达
南美洲，并在那里大受欢迎。“近 5年来，来到秘
鲁的中资企业越来越多，遍布基础设施、港口建
设以及矿业投资等各个领域，给当地老百姓的生
活、就业、交通等带来巨大变化。”

在南非 PMG矿业 （私人）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
官黄琳看来，“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受到越来越
多国家的热烈响应，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习近平主

席在讲话中所指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
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
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

“中国俱乐部”。

精雕细琢“工笔画”

习近平主席指出，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
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
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
的“工笔画”。

对此，新西兰中国团体联合会会长郭宏体会
深刻。“5 年前，我们在与新西兰当地政界、商界
及民众交流时，正是用‘大写意’的方式来描绘

‘一带一路’的前景。如今，世界各国越来越能理
解中国的用心所在，也更清晰地意识到，这项中
国倡议提供的是百年不遇的机遇。接下来，我们
也将以更加精雕细琢的方式，介绍‘一带一路’
的具体发展方向，共同画好这幅‘工笔画’。”

“‘一带一路’是真正的大手笔，挑战多，机会
更多。”芬兰华商总会会长杨二林尤为关注共建

“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目标。“高质量发
展，体现在项目落地和实施的具体过程中。结合
每个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注意实施雪中送炭、急对方之所急、能够让当地
老百姓受益的民生工程，质量就会有所保证。”

美国法律政治学者张军律师认为，“一带一
路”倡议作为中国提出的一种新型全球合作模
式，改善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在过去5年打下
了扎实基础。“每个国家发展情况不同，作为一个
全球发展新平台，‘一带一路’建设接下来不断走
深走实，完善法治保障体系，将使更多国家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搭上发展的快车”。

交心交友促相融

如今，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主
动扮演“一带一路”的参与者、建设者和促进者
的重要角色。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加深了我们海外华
侨华人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也为我们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
息。”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兴奋
地说，海外华侨华人应该全面融入“一带一路”
经济合作的大潮之中，身体力行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行稳致远。

去年 9月，芬兰华商总会携手芬兰国家议会、
赫尔辛基市政府等单位联合举办了首届“芬中经
贸与投资峰会论坛”，向当地宣介“一带一路”建
设的积极意义，并且邀请中国近 40家企业赴芬兰
与当地企业交流对接。“今年10月，我们计划举办
第二届论坛，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进一步
推动中国与芬兰乃至整个北欧的合作。”谈及未
来，杨二林同样充满干劲。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
形象大使的过程中，我们海外华侨华人可以凭借
自身的经验、专长或资源，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这也是为‘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
增光添彩。”黄琳说。

孟可心认为，在经济相融的同时，推动文化
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同样十分重要。“与当地民
众交心交友，并用当地语言向他们讲好‘一带一
路’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我们海外华侨华
人可以做的，也是应该做的。”

海外华侨华人热议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

愿为“一带一路”添墨加彩
本报记者 严 瑜

海外华侨华人热议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

愿为“一带一路”添墨加彩
本报记者 严 瑜

今年以来，河北邯
郸邯山区渚河路小学探
索建立“爱眼护眼第二
课堂”，通过开展眼球
科普课、视障体验活动
以及定期检测视力等方
式，督促孩子们科学用
眼，预防近视及其他视
力损害，让孩子们健康
成长。

图为8月28日，医
务人员在给孩子们讲解
眼球构造。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爱眼护眼 光明未来爱眼护眼 光明未来

8月 27日晚，中国·呼和塔拉蒙古马文化艺术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开幕。图为开幕式现场。 张 枨 陈立庚摄影报道

蒙古马文化艺术周开幕

“你们需要的产品能在其他国家生产吗？”
“不能，只有中国有完整生产链。”
“你们能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吗？”
“不能，中国有我们的关键供应商。”
“你们进口的这款中国商品有没有其他替

代品？”
“没有，消费者就喜欢这款中国货。”
……
这样的对话，在华盛顿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大楼的会议室里反复出现。虽是 8 月夏
休期，但美政府召开的拟对2000亿美元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听证会，却有 300 多名
行业和公司代表从各地赶来参加。记者在现
场旁听，他们绝大多数在发言中都呼吁不要
加征关税，因为美国自己的消费者和企业会
由此受到严重冲击。

由于要发言的人数超过预计，听证会从
3天被延长到了6天。

“关税子弹”射向自己

“如果你有宝宝，很不幸，婴儿床和安全
座椅将被加税。孩子们书包里的几乎所有文
具都要被加税，图钉、胶水、贴纸……无一
例外。”

正在发言的是亚裔美国人郭洪——美国
零售业领导协会副主席。这个协会的会员包
括百思买、塔吉特、沃尔玛等多家美国零售
业巨头。她说，新的加税措施一旦实施，从
中国大量进口的日常消费品就要涨价，美国

很多普通家庭的支出就会增加，一些低收入
家庭的生活更会陷入窘境。

发出类似呼吁的还有鲍勃·马纪维修斯。
他代表的是美国自行车产品供应商协会。“不
要让孩子们骑车的快乐成为贸易争端的牺牲
品！”这位满头白发的行业人士强调，对来自
中国的自行车产品加征关税，将对美国市场
造成灾难性打击。“那背后可是数以万计的工
作岗位，数千家自行车商店的生意。”

根据行业数据，美国每年销售的1800万
辆自行车整车中有九成来自中国。同时美国
每年还从中国进口价值 3 亿多美元的零配
件。由于不可能找到像中国这样的替代来
源，美国政府的“关税子弹”将实实在在地
打向自己人。

食品、家具家电、电脑、自行车、服
饰、箱包……拟加征关税的清单上衣食住行，
一应俱全，因此要“吐槽”政府的美国人很多。
有媒体在报道时甚至用了这样的字句——“美
企警告：下一轮对华加征关税将让美国人损
失惨重，从摇篮到坟墓，无一幸免”。

相比之前的听证会，这次与会者来得更
多。随着美国政府对华加征关税的行动不断
升级，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民众头顶被阴云笼
罩，就连阿拉斯加的美国渔民也未能幸免。

参议员丹·沙利文正是为渔民而来。每次
提到“我们”“美国”“阿拉斯加”这些词，
他都会明显放慢语速以示强调。他发言说，
清单上超过 9 亿美元的海产品大部分是由阿
拉斯加渔民捕捞的，在中国经过深加工后再

由美国公司进口并销往本土和全球其他市
场。一旦政府对这些鱼虾“下手”，伤的正是
美国渔民。

美企倚重“中国制造”

蜜橘罐头生产商代表保罗·科尔斯发言
时，举起了自己特意带来的罐头。他要求政
府在加税清单上去掉这一产品。“这些来自中
国的蜜橘罐头让美国家庭的美食选择更丰富
了，而我们并没有生产该食品的原材料——
温州蜜橘。另外，加工罐头还需要大量设备
和人力，美国本土没有厂家愿意干。”

一名政府官员询问能否用桃子、梨等替
代中国产蜜橘时，科尔斯直接回答：“蜜橘罐
头是美国孩子的最爱！”

听证会上美国各政府部门的官员问，为
什么不调整产业链，寻找替代中国的方案？
企业家和行业代表们则摆事实、讲道理，说
明那些替代方案都不实际，还会伤害美国自
身利益。

生产行车记录仪的雪松电子公司副总裁
马克·卡恩斯说，公司难以将供应链转移出中
国，因为很难找到工人水平和技术能力相当
的新选择，更不要说回到美国。“如果加征关
税，受益的只是我们在韩国和日本的竞争对
手。”

和卡恩斯想法类似的，还有来自机电、
机械、半导体、箱包等各个行业的代表。从
他们口中听到的都是：中国产能充足、中国

制造业经验丰富、中国配套成熟、中国厂商
和我们是老朋友……发言者还警告说，如果
加征关税，美国产品就要涨价，企业经营就
会面临困难，工作机会也会随之减少。

美国化学委员会国际贸易主管爱德华·布
日特瓦说：“对企业来说，改变供应链绝不是
那么简单的事。我们用最强烈的态度重申，
政府做事要负责任！”代表美国信息技术企业
的内奥米·威尔逊还抱怨说，如果企业都在为
重建供应链忙得焦头烂额，谁还有精力去搞
创新。

行业人士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世界上很多产品的制造已经深度依赖全
球协作。政治干扰很可能对企业造成致命打
击，严重冲击经济。

长期研究中美经贸关系的学者黄育川认
为，由于制造工厂和劳动力资源充足、生产
成本较低，再加上市场竞争激烈、协作高
效，中国已经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生产网络的
重要节点，美国很多行业企业高度依赖“中
国制造”也是基于这些原因。这是市场和商
业的自主选择。

中美经贸“正本清源”

“我们政府是在玩政治游戏。”听证会期
间美国旅行包生产商罗斯·毕晓普这样对记者
说。他曾和东南亚国家工厂接触，也曾尝试
在美国生产，但后来发现还是和中国厂商合
作“性价比最高”。

过去一周的听证会上，数百名“陈情”
的公司和行业代表要求政府慎重决策，充分
考虑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利益。大家都知道，
听证会是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前的例行流程，
其目的是听询民意、为各方提供发表意见的
渠道。但在此前围绕 5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
征关税举行的两轮听证会上，压倒性的反对
之声最终未能改变美国政府的征税决定。有
媒体因此嘲讽说“你无法叫醒装睡的人”。

不过，此次听证会上代表们的发言还是让
人们对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实质有了更
清晰的认识，一些模糊的问题也得到了澄清。

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即便是美国
科技企业也不赞同政府借此为名挥舞“关税
大棒”。著名电脑周边设备制造商罗技公司代
表马克·坎齐在听证会上说，罗技在中国有自
己的工厂，知识产权从未遭到过侵犯，也没
有碰到强制要求转让技术的情况。“与其他国
家相比，罗技在华全资公司的知识产权得到
了更好的保护。”

听证会上，“中国制造”广受美国业界好
评，“产品质量好”“制造工艺成熟”是代表
们发言中的常用词。一名美国官员在翻看一
家美国家具商提供的材料时，不由夸奖了一
番这家公司在中国制造的成品家具，逗得现
场不少人都笑了。

美国消费者和业界对“中国制造”产品
和供应链地位的认可，从侧面反映出中美经
济的互补性与依存度。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制造”帮助美国消费
者节省了可观的生活开支，帮助美国企业实
现了更优配置和更多利润，还为美国经济创
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这些，才是中美互利共赢经贸关系的真
实写照。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28 日电 记者颜
亮、高攀、孙丁 参与记者：周舟、潘丽
君、徐晓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