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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点赞中国沉着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天平已向中国一方倾斜”
本报记者

严

瑜

◀图为黑龙江垦区友谊农
场五分场二队大机械联合收获
大豆。黑龙江垦区今年的大豆
种植面积达到 1038 万亩。英国
《泰晤士报》网站日前报道称，
为了摆脱对美国进口大豆的依
赖，中国政府支持黑龙江农民
种植大豆。
徐宏宇摄 （人民视觉）

国 际 论 道
继 2018 年 9 月 发 布 《关 于 中 美 经 贸 摩 擦 的 事 实 与 中 方 立
场》 白皮书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再度就中美经贸问
题发表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 白皮书，以 8000 余字
的长篇幅分析美国挑起对华经贸摩擦损害两国和全球利益，揭
露美国在中美经贸磋商中出尔反尔、不讲诚信，表明中国始终
坚持平等、互利、诚信的磋商立场。
白皮书的发布以及中国一系列对美贸易霸凌的回应举措的
出台，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 白皮书是中国政府在公共关系方
面的胜利”、
“天平已经向中国一方倾斜”，国际舆论纷纷点赞。

中国应对具有启发性

对此，美联社援引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
商学院教授琳达·里姆的话称，这份白皮书并
不意味着中国升级两国间的冲突，而是以清
晰且慎重的方式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
为谈判留下空间。
“球踢到了美国一边”，德国新闻电视台
评论称，中国已经表明态度——如果美国愿
意平等谈判，中国也愿意坐到桌边，最终达
成协议；如果美国继续威胁，中国将坚决反
击。一直以来，中国采取克制态度并制定多
项开放新政，但美国总是想要更多。现在，
天平已经向中国一方倾斜。
英国 《每日电讯报》 网站也刊文认为，
面对特朗普外强中干的威吓，中国的应对具
有启发性，并将成为这场愈演愈烈的争端能
否早日解决的关键。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
致力于保持道德上的优势，在不让关系破裂
的情况下回击美国。

自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 白
皮书发布以来，相关内容成为各大外媒转引
和分析的热点。法新社称，白皮书可被看作
是中方对美方在贸易问题上的最新回应。美
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认为，中国在经贸
问题上对美国采取了坚定的官方立场。
其中，白皮书详细介绍了自 2018 年 2 月
经贸磋商启动以来，美国三次违背共识、不
讲诚信而引发的波折，尤为外媒关注。
俄新社援引白皮书称，中美经贸磋商严
重受挫，责任完全在美国政府，因为华盛顿
不断调整相关诉求，随意指责中方，这是不
负责任的。
“中国指美国在经贸磋商中三次出尔反
尔、不讲诚信。”新加坡 《海峡时报》 在报道
中特别引用白皮书有关美国三次出尔反尔的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具体内容并指出，5 月初中美双方在关税摩
擦中彼此加码，美方抢先归咎中方。现在，
美国无端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损人害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 8 个语种发布 《白
皮书》，把矛头反指回美国，以正视听。
己，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贸易战没有
给美国带来所谓的‘再次伟大’。”法新社援
在美国《纽约时报》看来，在这份白皮书
中，中方几乎没有显示出会退缩的迹象。白皮
引白皮书指出，加征关税措施不仅没有推动
书表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决不让步。对
美国经济增长，反而带来了严重伤害。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西班牙 《世界
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
打。对此，英国伦敦伊诺多经济公司首席经济
报》 网站刊文称，用这句俗语来形容美国再
学家乔伊列娃分析称，这表明中国现在不会改
合适不过。近日，特朗普向中国最大的电信
设备公司施压，以便能在与北京的贸易谈判
变立场，
“并在为一场持久冲突做准备。”
在白皮书发布前两天，中国宣布将建立
中获得更有利的条款，这似乎对美国非常有
利。然而，现实要复杂得多。
“不可靠实体清单”，对 600 亿美元清单美国
商品中的部分商品提高关税，并对美国快递
文章指出，华为拥有多家替代供应商，
集团联邦快递展开调查。这一套“组合拳” 即 便 没 有 来 自 美 国 的 技 术 ， 也 仍 能 照 常 运
让英国 《金融时报》 感叹，中国在指责美国
行。还有一个最重要且后果容易被低估的因
采取霸凌主义态度和极限施压手段的同时， 素，那就是华为将不得不停止与安卓操作系
“加大了其在贸易战中的反攻力度。”
统的合作，这将使华为加快自主研发，创建
英国广播公司认为，中国采取包括发表
新的操作系统。而这是美国将面临的巨大
白皮书在内的一系列举措，是在对美贸易争 “威胁”，因为美国垄断手机操作系统的现状
端中拿回谈判主导权，并警示特朗普政府， 将随之成为历史。
北京手中亦有筹码。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给其国内经济造成的
外媒同时注意到，中国并未关闭对话的
冲击已经开始显现。
大门。无论在白皮书还是新闻发布会上，中
美国多家投资和研究机构近日发布的研
究报告警告称，美国政府挑起经贸摩擦、加
国政府都表示愿意重返谈判桌。白皮书在结
束语中指出，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分歧和摩
征关税将显著推升美国通胀水平，削弱经济
擦，最终需要通过对话和磋商来解决。
增长动能。

专 家 解 读

▼图为在美国俄勒冈州波
特兰市南部威拉米特河谷一个
榛子加工企业，总裁拉里·乔
治站在尚未能售出的榛子产品
旁。这些产品计划销往中国。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摄

野村证券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亚历
山大表示，关税成本将转嫁到美国进口商品
价格中，继而推升美国本土价格水平。他
说，若美国再对约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 25%的关税，美国通胀水平在未来 12 个
月内将上涨 0.5 个百分点。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日前发布的报告
也以一组详实数据表明，美国普通民众正在
为关税埋单。报告显示，美国政府最近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 10%上调
至 25%，将导致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每年负担
增加 831 美元。
英国 《卫报》 评论称，美国与中国的贸
易战几乎伤害了美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特
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几乎没有人受益。而输
家则包括美国的消费者、企业和他们雇佣的
工人、失去出口市场的农民以及被迫支付更
高投入成本的制造商等。
全球经济同样正因不断升级的中美经贸
摩擦而面临更大风险。白皮书指出，美国贸
易霸凌行径殃及全球。各大外媒以及国际社
会纷纷表达了相似的担忧。
问题为由宣布将从 6 月 10 日起对从墨西哥进
《金融时报》 近日报道称，美国宣布对
口的所有货物征收 5%的关税。埃菲社称，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将给市场
朗普试图以此作为施压手段，阻止从墨西哥
带来严重冲击。如果出现最糟糕的贸易冲
偷渡到美国的非法移民。
此后一天，特朗普又宣布将从 6 月 5 日起
突，标准普尔 500 指数可能下挫 10%，甚至可
能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终止印度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普惠制待遇。
“全球经济处于危险之地。”路透社引述 《今日印度》 称，这一决定将影响约 56 亿美
元的印度出口美国货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的观点
《纽约时报》 日前还曝光一则消息称，特
称，这一担忧正是源自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朗普政府近来曾考虑向澳大利亚输美产品征
这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冲击可能更甚于迄今为
收关税，后因国务院和军方官员的强烈反对
止所造成的影响。古里亚称：“这个明确而现
而作罢。该报指出，特朗普政府以关税大棒
实的危险，可以轻易地产生连锁反应。”
反对欧盟、日本、墨西哥等盟友，且与中国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
的分歧正在加深。若对澳大利亚加征关税，
当·波森撰文称，市场正清醒认识到全球系统
那就意味着美国又面对一条新的战线。
性风险被低估。如果其他经济体也效仿美国
美国政府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动引发众
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怒，也让国际社会更加看清其将关税武器化，
贸易报复和保护主义将在全球泛滥，市场焦
试图用极限施压胁迫他国屈从的惯用套路。
虑将进一步加深和扩散。
法国《费加罗报》刊文指出，特朗普将商业
谈判技巧用于世界事务，如粗暴地促使对手在
“极限施压”毫无成效
弱势的情况下谈判，通过挑衅或对立来使其动
摇。然而，这种“极限施压”外交毫无成效。
美国加征关税的矛头不只是指向中国，
文章在回顾了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经贸
即便是对传统盟友，也毫不手软。近期，美
摩擦、撕毁伊核协议、炮制巴以问题“世纪
国更将贸易战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
协议”等种种行为后总结称，“美国优先”造
当地时间 5 月 30 日，特朗普突然以移民
就了一个孤独的美国，甚至与欧洲和亚洲盟

友都关系微妙。
美国《华盛顿邮报》也直接道出特朗普不
愿正视的事实：他对施压战术的依赖，正表明
效果在递减。该报称，从攻击朝鲜的“火与怒”
言辞到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再到针对墨西哥的
新最后通牒，特朗普对他国采用羞辱、威胁和
惩罚措施。但是，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达到
12 年来的高峰，关税战令华尔街陷入极度紧
张，平壤也恢复了短程导弹试射。特朗普的施
压政策在过去两年半几乎没有收获红利。
“历史经验证明，试图通过泼脏水、拆
台、极限施压等手段达成协议，只会破坏双
方合作关系，错失历史机遇。”白皮书称。
巴基斯坦卓越智库中心主任亚瑟尔·马苏
德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美国优先”思
想作祟是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所在。美国想
在方方面面都获取最大利益，无法容忍其他
国家的进步和发展。这种肆意利用自己大国
地位，实行贸易霸凌的行为，将影响国际社
会的正常发展。
“把自己家里的事顾好，而不是发起一场
让美国人受损大于得利的贸易战。”《联合早
报》 刊文指出，面对各种挑战，美国得从自
身找出原因和解答，启动全国性的竞争力振
兴措施，而不是诿过于人。美国政府能听进
劝告吗？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世界贡献
■受访专家：南开大学中国政府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图为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吕良镇湖畔旺屯集中居住区。在这里，新型城镇
化和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
王 昊 郭敏杰摄 （人民视觉）
5 月底，首届联合国人居大会在肯
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此次大会以
“创新让城市和社区生活更美好”为主
题，旨在为全球城镇化面临的挑战找
到创新、可持续的应对之策。
据人居署官方网站报道，联合国
副秘书长、人居署执行主任迈穆娜·穆
赫德·谢里夫表示，通过体制创新和技
术创新，中国近年来在改善人居环境

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创新是中国城
镇化进程飞速发展的秘诀。”长三角、
珠三角等地受到世界关注。
据报道，冈比亚首都班珠尔市市长
表示，
“ 我们的发展理念非常契合，我还
想进一步和中方加强沟通，协商未来结
成友好城市的可能性。中国和冈比亚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许多成功的合作，
希望在城市发展领域也能加强交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平稳有序地推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
并以此为“推手”带动了人民生活品质的整体性提升。在过去的近 40
年里，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增长速度年均超过 1 个百分点，目前已经有 8
亿多人口生活在城市。得益于城市相对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人
民的生活品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第二，初步构建起了完善的城镇化体系。目前，我国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体系已逐步形成了城镇集群，“大分散、小集中”的城镇空间
合理布局正在形成，各类城镇共同繁荣的局面大致成型。
第三，城市群渐成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综合效益显著提升。目前，城
市群逐渐成为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主体形态。在特定的区域内，以某个或
两个大城市为核心，区域资源共享、功能互补、等级有序而又便捷高效的
城市发展群，有效发挥了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和带动功能。
第四，城市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日益完善，极大地改善和便利了人
民的生活。目前，我国各类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交通、通讯、医
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已经全面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初步
构建起比肩乃至超越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体系。
第五，有效避免了“贫民窟”等常见的城市病。中国的城镇化进
程一开始就是以产业为先导，这就使得中国的各类城市始终具有比较
充分的就业空间。再加上科学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使得我国成功避免
了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贫民窟”、居住生活环境恶
劣等主要由于城市居民贫困化而引发的“城市病”。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取得巨大成就，已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标

赵聚军

杆，是中国人民对人类城镇化进程的重要贡献。具体来看，对其他发
展中国家城镇化的主要借鉴意义包括：
第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策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始终坚
持以人为本，通过不断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
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有效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
求。对于农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健康推进城镇化进程同样离不开
始终坚持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
第二，高效的顶层设计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中国的城镇化
之所以能够健康快速发展，用 40 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能完
成的城镇化进程，除了后发优势之外，最关键的就是借助于国家高
效、正确的顶层设计，形成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共识。
第三，始终坚持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效经验的吸收借鉴。全球化
和信息化给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和外溢创造了更加便捷的条件，也为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择优学习的条件。通过持续地学习和借鉴，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避免了很多弯路。
总之，在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既应继续坚持以往的有效经
验，也应根据新时代的新变化，适时调整城镇化策略。目前来看，近
几年国内大中城市“抢人大战”的兴起，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我国的城
镇化进程正在走向一个新的拐点，即大都市区化阶段。从日、韩等与
中国在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比较相似的国家的城镇化进程来看，人口
和其他资源向少数大都市的聚集是难以避免的，但同时也会带来中小
城市发展后劲不足、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因此，在城镇化的新阶段，
如何平衡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发展，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尹昊文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