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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 9 月 17 日宣布，自 9 月 24 日起对中
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关税，并于明年1月1
日将税率升至25%，使得美中贸易冲突再次剧烈升级。目
前涉及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总额已经达 2500亿美元，占
2017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规模的49.4%。

面对美方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美国中国总商会会
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代表在美中资企业强烈

呼吁美国政府从历史和全局出发，珍惜中美两国建交以
来取得的来之不易的宝贵成果，着眼未来，采取对美中
两国人民负责、对世界稳定负责的态度，停止贸易对
抗，重回合作发展的正轨。

徐辰说，明年将迎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40周年。40
年来，中美关系尽管经历了曲折和起伏，但总体上是向
前发展的。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先后访华，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
主席、周恩来总理一起，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坚实
基础，改变了世界格局，还留下了“乒乓外交”这段佳
话。而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访美，与卡特
总统会面，又为两国关系谋划了健康发展的蓝图。在看
到美国先进的生产力之后，小平同志坚定了推进改革开
放的信心和决心，大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开启了中
美两国人员交往的序幕。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
后，中美两国在经贸、科技、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又不断取得重大进展。

今天，中美两国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
关系之一，中美两国的和平发展，共同合作对于世界各
国的繁荣昌盛至关重要。中美GDP总和几乎占到世界经
济总量的40%。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的不到1亿美元
已经增长到了2017年的6745亿美元，双方已经成为对方
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特朗普总统自参选到执政以来，
一直不满于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对中国采取了多种扭
曲市场的对抗性行为。事实上，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
对华则一直维持着顺差，而且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的产
品，大多数为低附加值的中低端产品，其中包括许多在
全球市场采购并在中国组装的产品，而这些性价比丰厚
的产品，为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节省了开支，带来了效

益和实惠。
徐辰认为，美国若想减少对华贸易逆差，不应该

通过增加关税、损害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来实
现，而应该通过抓住中国扩大市场开放的机会、增加
对华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来实现。实际上，在中美今年
开始的贸易摩擦之前，美中贸委会就曾预计至 2026
年，美国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将翻一番，达到 3690 亿
美元，到 2050 年将增至 5200 亿美元。另外，通过多年
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已由“投资驱动”转为

“消费驱动”，中国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消费者市场
之一。按照现行的增速计算，2018 年，中国的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将首次赶上或超过美国，成为世界
第一。在中国消费升级的过程中，中国买家在海内外
市场释放出强大的购买力为美国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
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与此同时，中美双边直接投资也在蓬勃发展。鉴于
美国诸多生产要素成本，如土地、用电、原材料、物流
等所展现的价格优势，越来越多的中资制造商逐渐在美
国开展绿地投资，中国资金为美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
就业机会。截至 2017年底，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累计 1400
亿美元，为美国直接创造了 20万个就业岗位，间接支持
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
集团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后，对史
密斯菲尔德大幅追加投资、增加产量，将在美国生产加
工的肉制品出口至中国，这不仅满足了中国消费者的需
求，同时也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
会。山东玉皇化工、万向集团、浙江科尔集团、巨石集
团、比亚迪、天津钢管、福耀玻璃等大型制造企业都已
来到美国拓展业务，建立工厂，雇佣工人，更好地服务

本地的消费者。这些企业都受到了美国当地州和地方政
府、社区、员工及其家庭的热烈欢迎，对所有利益相关
者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强烈措
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今年 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提出，
中国将进一步全方位开放市场，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
方面，将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同
时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
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
场合作领域。金融业是美国的优势产业，中国的金融市
场开放必将为美国金融企业更好地参与到中国市场提供
绝好的机会。

徐辰说，此次美方对中国 2000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
的举动，将严重毁坏中美经贸格局。中美两国领导人多
年来通过智慧、互信和协作而悉心维持的贸易体系，中
美两国企业多年来通过优势互补和市场需求而形成的紧
密商业伙伴关系，不得不因此而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
此次由美方主动发起并由美方引领升级的贸易冲突带来
的一定不会是更美好的经济前景，而是必将对中美两
国、乃至全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重大损失。

徐辰强调，纵观历史，由关键政策制定者的偏轨和
冲动而酿成的经济社会危机已不在少数。中国奉行和而
不同、美美与共的理念。美国在商业领域的价值观也一
直是贸易自由而非贸易保护。过去 40 年以来的实践证
明，中美两国文化相互交融，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既是双
方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也是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
配置的必然选择。中美可以有竞争，但更多的是合作。
历史早已表明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才能造福于
两国乃至世界人民。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宣布，将对价值约 2000亿美元
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关税。新关税生效的日期是9
月 24 日，初始税率是 10%，2019 年初提高到 25%。特朗
普警告称，如遭中方反制，会对另外 2670亿美元的中国
产品加征关税。

消费者：将迎惨淡节日季

美国消费者或将迎来一个惨淡的圣诞购物季。
“洗衣机、电视机、调料……对于美国消费者而言，

这些产品价格将会更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新闻主
播直言，“翻翻你的日历吧，节日购物季马上就到，数百
万美国消费者将亲身感受到此次加税的疼痛。政府要向
中国施压，但是，我们都很清楚，商家会把增加的成本
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就在节日季到来之际，特朗普总统宣布要对价值约
2000 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新一轮的征税
将高高顶起所有圣诞季商品的价格，包括电视、电脑、
手套和针织帽子。”《华盛顿邮报》 网站一篇专栏文章指
出，“特朗普先生的新关税会让今年的‘黑色星期五’变
得很糟糕。”

文章指出，对那些收入几乎赶不上通胀的消费者而
言，这很糟糕。如果特朗普的征税被转嫁到那些他们准
备放在圣诞树下的礼物上的话，他们真的没有多余的钱
来支付涨起来的 10%到 25%的价格。对很多美国公司而
言，这也很糟糕，哪怕是像苹果这样的成功公司。节日
季零售额占这个消费品巨人公司年收入的1/3。苹果公司
已经警告其消费者，包括智能手表、无线耳机和迷你平
板电脑在内的一系列产品可能会涨价。

在此之前，贸易战对美国农民的影响已经开始显
现。《圣保罗先驱报》 称，明尼苏达州的主要农产品中，
大豆的价格已经降低了1/3，玉米农场数量总销售额连去
年的1%都达不到，但贸易战对农业和国民经济的长远影
响被特朗普政府长期搁置。此外，路透社报道，沃尔沃
汽车已向特朗普政府申请对该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中型
XC60运动型车免征25%的新关税，成为寻求获得关税豁
免的最新一家车企。沃尔沃称，“加征关税将造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美国消费者也将承受关税负担”。

正如美国参议员海迪·海特坎普在推特平台上所说，
政府宣布了一个新的鲁莽的升级政策，贸易战对美国的
农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地方已经遭受了农产品价
格的大幅降低。众议院民主党提名候选人科宁汉姆称，
这些额外的费用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对外的关税实
际是对内的加税。

生产商：无数警告被无视

“特朗普政府的最新决定说明政府显然对无数来自美
国消费者和商业机构的警告置若罔闻。”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商会会长多诺霍直言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加税政策。

正如多诺霍所言，美国企业已经警告加税可能会损
害其利润，迫使其裁员，并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摧毁公
司，它们表示，加税对美国的伤害将超出美国政府的认
知。化学品分销商全国协会本月发布了一项研究，预计
将有 2.8 万个化学品分销商和供应商的工作岗位被削减，
原因是2000亿美元的关税会推动价格上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在戴尔、思科、朱庇
特网络和惠普公司写给美国贸易代表的一封信中说，对
他们生产的网络设备加税将突破他们的底线，结果会使
美国工作岗位流失。然而，尽管他们极力游说，包括网
络和路由设备在内的很多电子消费品依然在美国此次公
布的加税清单上。

“新的关税对零售部门而言是坏消息。”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引用零售咨询公司全球零售数据董事总经理尼
尔·桑德斯的话说，公司将被迫在提高价格或削减自身收
益中进行选择。他说，一部分零售商可能会尝试将生产
线带离中国，但是他警告快速地改变供应链代价高昂，
还会带来一系列新挑战。

《华盛顿邮报》网站文章指出，面对来自苹果公司的反
对声，特朗普总统的第一反应是建议苹果公司在美国生产
其所有产品。但是，要赶在圣诞购物季之前建好一个能生
产价值 10亿美元的芯片工厂，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何
况，这个未经任何思考的建议根本没有考虑这些公司在国
外建厂的初衷：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复杂的经济因素、
规模问题以及全球供应链。这些全都和关税无关。

“这些关税将由推动我们经济发展的工薪家庭支付。”
一家为反对关税而成立的行业组织的发言人乔纳森·戈尔
德表示。“关税就是税收，就这么简单。通过选择单方面提
高对美国人的税收，经营农场、工厂或企业的成本将会增
加。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费用将转嫁给美国家庭。”

据《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报道，许
多美国企业团体正考虑诉诸法律手段来阻止特朗普政府
的行动，他们称政府的决定太过草率，没有合理考虑行
业投入问题。

专家学者：应合作不要对抗

美国商会会长多诺霍在一份声明中说，“中美两国应

该留在谈判桌上，美国应该继续与盟友合作寻找替代解
决方案。”

然而，就在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刚刚邀请中国代表
赴华盛顿进行谈判之后，特朗普政府推出新一轮加税措
施。这令各方担忧不已。彭博社称，美宣布升级对华关
税可能会终止尚未开始的新一轮双边谈判。

更重要的是，很多美国专家学者都不认为贸易战能
取得特朗普政府想要的效果。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白宫前经济顾问
古尔斯比认为，特朗普没有考虑贸易战可能给美国经济
带来的威胁。《华盛顿邮报》称，特朗普对中国经济前景
的看法“过于一厢情愿”，相反，不断升级的恐吓言论将
激起中国的反抗情绪，使得中美贸易纠纷得不到解决。

分析指出，中国有足够的底气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挑
战。

法新社称，中国本身仍然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地
位，并已采取措施削减债务，这两者都是抵御全球动荡
的有用盾牌。《华尔街日报》称，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忽略
了中国经济中一些非常重要、而且相当健康的细节。国
有企业和房地产这两个重要经济引擎表现良好。只要房
地产市场稳定，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大幅放缓。该报还

称，中国制造业中心珠三角地区的公司，正加速产品升
级以更好地与美国商品竞争。中国经济在经历廉价低端
商品出口驱动的模式后，正在推动产品升级。

《华尔街日报》指出，北京有很多办法可以回击。一
个办法可能是“限制中国向美国出口那些对美国生产商
而言至关重要的材料、设备和其他部件”。

《华盛顿邮报》网站专栏文章则指出，一定程度上来说，
北京不需要担忧。文章称，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学
者统计的数据，特朗普政府已经和即将加征关税的进口自
中国的商品中超过3/4是美国公司购买的中间设备和资本
设备，中国是其中一部分产品的主要供应商。这意味着，特
朗普政府已经有效地“限制了中国向美国出口那些对美国
生产商而言至关重要的材料、设备和其他部件”。也就是说，
都不用提要求，特朗普政府就已经“无私”地采取了中国准
备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尽管结果双方都会很受伤。

渣打银行集团首席执行官比尔温特斯认为，中美两
国应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解决争端。美国前贸易代表迈
克尔·弗罗曼也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表示，希望
美中两国能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让美国“清楚地了解
我们希望中国做什么，并确保我们能够以中国人希望看
到的方式推进符合双方利益的政策”。

特朗普政府新一轮加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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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8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 8个月，中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9.43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
长 9.1%。图为货轮在江苏省连云港港口外贸集装箱码头
装卸集装箱。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作为美国农民，我们对加征关税不感兴
趣，但是我们需要保护自身利益。我们不愿失去中
国市场，我们需要出口。”史蒂夫·沃里克，一位来
自美国中西部伊利诺伊州的农民，道出了许多美国
农户的心声。图为4月19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威
尔县的沃里克农场，农场主史蒂夫·沃里克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 新华社记者 汪 平摄

▲哈德逊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让他感到忧心和愤
怒，他担心自己过去 20 年的心血可能毁于一旦。图为 7 月 10
日，在美国佐治亚州奥西拉，山核桃种植户兰迪·哈德逊在自己
的种植园中展示未成熟的山核桃。

新华社记者 杨承霖摄

▲4月25日，巴旦木种植业者菲彭热情地带着
记者参观了他与四位合伙人共同拥有的位于加州
莫德斯托地区的巴旦木种植园和加工厂。根据加
州食品和农业部门的数据，该州 2016年巴旦木出
口额达 45 亿美元，是该州第一大农业出口产品。

“我们家已经四代种植巴旦木，我一辈子都在这个
行业工作，我们视中国市场为巨大机遇，”菲彭对
记者说，“回头看看过去 5年，中国市场没有令我
们失望。”图为巴旦木种植业者菲彭展示初步成形
的巴旦木果实。 新华社记者 高 山摄

■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新闻主播直言，“政府要向中国施压，但
是，我们都很清楚，商家会把增加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 苹果公司已经警告其消费者，包括智能手表、无线耳机和迷你平板
电脑在内的一系列产品可能会涨价。

■ “新一轮的征税将高高顶起所有圣诞季商品的价格，包括电视、电
脑、手套和针织帽子。”《华盛顿邮报》网站一篇专栏文章指出。

■ “这些关税将由推动我们经济发展的工薪家庭支付。”一家为反对
关税而成立的行业组织的发言人乔纳森·戈尔德表示。

■ 《华盛顿邮报》称，特朗普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过于一厢情
愿”，相反，不断升级的恐吓言论将激起中国的反抗情绪，使得中美贸易纠
纷得不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