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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记者陈炜伟、韩洁)2018 年 7 月
11 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 关税，8 月 2 日又将加征税率提高至 25%。2018 年 9 月 18
日，美国政府宣布实施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关税的措施，自 2018 年 9 月 24 日起加征关税税率为 10%，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加征关税税率提高到 25%。美方一意孤行，
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为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捍卫
自身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对已公布的约 600 亿美元清单商品
实施加征关税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口关税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经国务院批准，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 5207 个税目、约
6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 或 5% 的关税，自 2018 年 9 月 24
日 12时 01 分起实施。如果美方执意进一步提高加征关税税
率，中方将给予相应回应，有关事项另行公布。

中方再次重申，实施上述加征关税措施的目的是遏制贸
易摩擦升级，是对美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回应，
中方希望美方停止贸易摩擦，中美双方通过平等、诚信、务实
的对话，相互尊重，共同维护互利共赢的双边经贸关系大局，
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共同促进世界经济
的繁荣与发展。

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18 日就美方

决定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发表谈话。
发言人指出，美方不顾国际国内绝大多数意见反对，宣布

自 9 月 24 日起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的关税，
进而还要采取其他关税升级措施。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为了维护自
身正当权益和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中方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

美方执意加征关税，给双方磋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希
望美方认识到这种行为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并采取令人信
服的手段及时加以纠正。

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据商务部消息，9 月 18 日，中国
在世贸组织追加起诉美国 301 调查项下对华 2000 亿美元输
美产品实施的征税措施。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9 月 17
日电(记者田栋栋、郑江华)来自
中欧学界、政界和商界的近百名
代表 17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中
欧美经贸关系：挑战与前景”研讨
会上呼吁中欧加强对话，增进互
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全
球多边贸易体系。

“我们需要贸易，不需要战
争，更不需要贸易战。”欧洲理事会
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范龙佩说，
受不断增长的民粹主义及保护主
义影响，全球多元文化体系及国
际秩序正面临诸多压力。欧盟及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表
明，互相依存是实现共同繁荣的
必由之路。国家间的对抗并非鲜
见，但我们要用对话、谈判等方式
予以解决，否则就不能维持稳定。

范龙佩强调，中欧政治体制
不同，但双方在维护基于规则的
体系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中欧间
一系列合作成果早已表明，贸易
战并非解决争端的唯一选择，交
流沟通、对话合作能极大促进双
方各领域的发展。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顾问周小川说，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不确
定性。在此局面下，中国政府非常
愿意和欧盟以及日本、韩国等国
家共同努力，尝试扭转这一局面。
目前，中美之间如同博弈论一样，
美国先出牌，中国再跟进。中方希
望这种博弈能逐步回归理性、冷静、平衡、以大局为重、以全
球利益为重的轨道。特别是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和欧洲
加强沟通和增进合作更为必要和有益。
周小川认为，中欧之间存在诸多基本共识。中国历来支

持欧盟，支持强大的单一市场和欧元，希望和欧盟共同合作
开发“一带一路”商机，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一些西方媒
体过度夸大中欧分歧，希望中欧双方能进一步增进相互了
解，更客观冷静地看待彼此分歧。

中方智库代表团成员、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认为，国
际社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注意。通过展
开国际合作，同舟共济，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中美两国在这
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如今，在世界仍面临诸多挑战之
际，更需要各方共同支持多边主义，才能解决当前全球经济
体制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贸易战没有赢家，各方应通过对话谈判等方式解决贸
易争端。”中欧数字协会主任韦茉莉认为，美中双方通过对
话等手段化解矛盾是最佳选择。

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介绍，中欧
通过高端智库间交流来增进双方理解和沟通尚属首次。

韩国总统文在寅 18 日抵达平壤，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举行双方今年之内第三次会晤。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会晤将
为继续推进半岛南北和解合作“锦上添花”，但能否为美朝重
启对话、弥合在无核化问题上的巨大分歧而“雪中送炭”尚待
观察。

【新闻事实】

18 日上午，文在寅乘专机抵达平壤，金正恩到机场迎
接，并举行欢迎仪式。随后，文在寅与金正恩同乘一辆敞篷轿
车进入平壤市区。沿途数万名朝鲜民众欢迎，文在寅与金正恩
一起，向人们微笑着挥手致意。

据韩方公布的安排，双方将商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无核化
进程以及重启陷入僵局的朝美对话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朝韩领
导人 18 日下午正式开始会谈；19 日继续会谈，如果会谈顺利，
可望举行共同记者会宣布会晤成果。文在寅将于 20 日结束所有
行程后回国。此次韩方代表团不仅有 14 名政府高级官员，还有
50 余名特别随行人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代表。

朝中社当天一早播发简短消息，预告文在寅来访。韩联社
说，这可谓朝鲜媒体“破例之举”。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6 日和 17 日两次和韩国外交部长官康
京和通电话，讨论此次在平壤举行的朝韩首脑会晤。双方表示
将在推进半岛无核化及朝韩对话与合作问题上继续保持紧密协
作。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朝韩双方一系列高调安排，包括金正恩夫
妇及朝方高级官员亲赴机场迎接文在寅一行、文在寅率高规格
代表团等，均体现出各自对此次会晤的高度重视，两位领导人
也希望进一步密切个人联系，争取双边乃至多边外交上新突
破。

对于此次会晤可能的成果，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一方面，如果双方此次有机会就部分
军事问题达成一定共识，无疑体现出对落实《板门店宣言》
的积极态度，为南北缓和趋势“锦上添花”，朝着半岛持久
和平迈出一步。另一方面，朝韩之间开展合作是双方目前最
易着手、也最易拿出实际成绩的发力点，有利于双方增进政
治互信、提振两国人民对维持半岛和平的信心。

王鹏分析，此行亮点之一是韩方特别随行人员中包括一
批大企业代表，此举既展示实力，也体现诚意；既符合文在
寅政府主推方向，也迎合朝鲜对外部经济合作与援助的迫切
需求。

辽宁社会科学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吕超说，在联合
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依然生效的情况下，朝韩经济合作可
谋求在制裁以外的领域扩大合作，包括生活生产资料贸易、
人道主义援助、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合作等。

分析人士指出，朝韩想要真正实现“全方位”合作，还

有赖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和无核化问题得以解决。鉴于朝核
问题症结在美朝、韩国对朝政策受美方牵制等因素，此次会
晤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会取得怎样的进展还有待观察。

【即时评论】

朝韩首脑三次会晤对促进半岛和平与稳定具有积极意
义。朝韩双方积极谋求合作，可谓启动“反应链”的开端。但是，
要推动和解合作势头持续传导下去，还需相关各方以及国际
社会不断投入“积极因子”。半岛问题核心还是安全问题，必须
妥善、平衡解决有关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各方应发挥政治智
慧，共同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做出切实努力。

【背景链接】

今年以来，半岛局势逐步缓和，朝韩关系持续回暖。
4 月 27 日，文在寅和金正恩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

之家”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言》，宣布双方将为实现半岛
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而努力。

5 月 26 日，文在寅和金正恩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统一
阁”再次举行会晤，就履行《板门店宣言》及举行朝美两国
领导人会晤相关事宜交换意见。

文在寅是继金大中、卢武铉后第三位造访平壤的韩国在
任总统。 (参与记者：江亚平、程大雨、柳丝、于荣；
编辑：危玮、孙浩) 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17 日电(记者高攀、杨承霖、刘阳)美国
白宫 17 日宣布，将从 24 日起对约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
征 10% 的关税，并从明年 1 月开始将税率进一步调高至 25%。
这是自美国政府对 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25% 关税后，
再次大幅升级对华经贸摩擦。这种无视经济规律和破坏全球产
业链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遭到美国商会、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信
息技术产业协会等业界代表和贸易专家的广泛反对。

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当天发表声明说，上述新关税
决定清楚表明，美国政府并未听取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对全美各
地工厂、农场、牧场面临成本上涨和就业损失作出的警告，关税
政策并不会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在美国政府 8 月底召开的拟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
加征关税的听证会上，有 300 多名各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发言，
其中绝大多数都反对加征关税。本月初，美国 150 家行业协会又
联合致信美国贸易代表，呼吁不要对更多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
税，并警告加征关税将严重破坏全球供应链，伤害美国企业和消
费者利益。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会长马修·谢伊说，“正如成千上万
的企业向美国政府作证和提交意见时所解释的，关税是对美国
家庭征税”，但令人失望的是，美国政府仍执意继续推进损害美

国经济的“有害关税政策”。
谢伊指出，美国零售商无法承受美中贸易争端“进一步升

级”，特别是假日购物季即将到来，新加征关税将加大许多美
国民众的购物开支，预算更显紧张。此外，美国政府威胁将对
剩余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也已引起零售商的严重关切，因
为这将影响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美国零售业领导协会也对美国政府宣布对众多日常消费
品加征关税感到“极为沮丧”，因为代表美国经济各行业的进
出口商发出的警告并未引起美国政府足够重视。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会长迪恩·加菲尔德认为，美国政
府对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鲁莽”，将对全美
各地社区造成“持久伤害”。

他说：“更多的关税不仅会惩罚美国消费者、制造商和各
种规模的企业，还会减少与中方谈判进而解决长期贸易问题
的机会。”这些关税一旦实施，将会导致美国商品价格上涨，并
削弱美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力。

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会长鲁弗斯·耶克萨表示，对许多美
国企业和消费者而言，美国政府的上述决定意味着“成本快速
上涨和不确定性更高”；但企业讨厌不确定性，它们宁愿拥有
“不完美的贸易关系”也不希望两国贸易争端如此混乱。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皮罗则警告，政府的新关
税决定可能会违反美国法律，“美国国会并未授权总统或贸易
代表无故发起贸易战”。该协会认为，美国政府并未给予足够
的时间来充分审议公众提交的征税意见，对于哪些商品被纳
入征税清单或被排除在征税清单之外，美国政府并未给出明
确的解释理由，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前美国副助理财政部长、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告诉新华社记者，美国政府对
约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可能遭遇法律
诉讼挑战，如果法官颁布临时禁止令，这可能会阻碍美国政府
快速落实关税计划。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当天在华盛顿举
行的一场中美经贸关系研讨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
策略注定会失败，因为加征关税并不能解决美中贸易争端，也
无法提高美国企业竞争力，还会削弱美国低收入群体的购买
力。

前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研讨会上表示，美国政府的
关税政策只会令事情更加糟糕，建设性接触、寻求共识、缩小
分歧仍然是解决美中经贸问题的最佳方式，美中两国可以通
过合作在全球议题和双边经贸关系上取得进展。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

原产的约 600 亿美元进口商品实施加征关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决定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发表谈话

中国在世贸组织追加起诉美国对 2000 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征税措施

美国业界广泛反对美政府对华关税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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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韩首脑第三次会晤“添花”之后能否“送炭”

据新华社平壤 9 月 18 日电(记者江亚平、程大雨)韩国总统
文在寅 18 日上午乘专机抵达朝鲜首都平壤。朝鲜国务委员会委
员长金正恩到机场迎接。两位领导人将在今后 3 天里举行今年
以来的第三次会晤。

金正恩在机场为文在寅举行欢迎仪式，并共同检阅三军仪
仗队。机场上，数千名朝鲜民众身着盛装，手持鲜花、朝鲜国旗和
朝鲜半岛统一旗，热烈欢迎文在寅。

在摩托车队护卫下，文在寅与金正恩同乘一车进入平壤市
区。沿途数万名朝鲜民众高呼“祖国统一”口号，挥舞手中花束、
朝鲜半岛统一旗或朝鲜国旗，文在寅与金正恩一起微笑着向欢
迎群众挥手致意。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劳动新闻》当天在头版醒目位
置刊发消息说，此次历史性的北南首脑会晤是对《板门店宣言》的
践行，将成为进一步加快北南关系发展的重大契机。朝鲜中央通讯
社报道说，此次平壤会晤旨在进一步落实推动《板门店宣言》，“将
为北南关系快速发展提供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机会”。

据新华社首尔 9 月 18 日电(记者陆睿、耿学鹏)正在朝鲜首
都平壤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 18 日下午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
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据韩国媒体报道，当天下午的会谈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
会总部大楼举行，持续约 2 小时。金正恩在开场白中向文在寅表
示感谢。他说，目前北南关系、朝美关系都有改善，可以预见，周
边地区局势将更加稳定并取得新的进展。

文在寅说，板门店之春如今变成了平壤之秋，他对金正恩委
员长有意开创新时代的决断表达了谢意。“我们感受到肩负的责
任很重，全世界都关注着这次会晤，希望让全世界人民都能看到
和平繁荣的果实，”他说。

韩方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溶、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薰、
朝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朝鲜劳动党中央
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参加会谈。

金正恩到机场迎接文在寅，并举行会谈
中国与俄罗斯的地方合作由来已久，与其他形式的合作

相比，具有涉及范围广、运作方式灵活等特点，是两国务实合
作的重要补充。近年来，中俄地方合作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为
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内涵。

合作地域领域“全覆盖”

中俄地方合作机制日臻完善。双方建立了中国东北地
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与中国长
江中上游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地方合作理事会两
大区域性合作机制，组建了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
方合作理事会，缔结了 140 对友好省州和城市关系，基本实
现了合作地域和领域的全覆盖。当前，两大区域性合作机制
成效明显，共同投资项目涉及科技和农业园区建设、建材生
产、机械和汽车制造、造船、林业等诸多领域。

中俄地方投资合作逐步扩大。中方正在筹建总额 1000
亿元人民币的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将对中俄地方
合作发挥积极促进作用。青岛市将在莫斯科核心地区投资
300 亿卢布(约合 4 . 4 亿美元)建设俄中地方合作园，与中俄
地方合作园(青岛)形成联动，推动中国企业到俄罗斯发展。

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中俄将 2018-2019 年定为
地方合作交流年。两国各地方参与热情高涨，各项活动如火
如荼。“欢乐春节”活动走进圣彼得堡，满洲里口岸首列入俄
境中欧班列顺利抵达，中俄地方合作交流论坛暨中俄友城
合作论坛、2018中俄地方友好交流周等活动有序进行……
根据计划，双方还将在交流年框架内举办投资推介会、工贸
农业展、研讨会、艺术节等数百项活动。

两国各地方在促进旅游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俄
红色旅游合作交流系列活动、首届中俄·天柱山文化旅游交
流节、中国·俄罗斯欢乐畅快游、“一带一路”中俄青少年国
际艺术文化旅游交流活动等层出不穷。

远东合作成为“领头羊”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近年来中俄远东开发合作取得显
著成果，已成为两国地方合作的“领头羊”。

中俄建立了副总理级的中国东北地区和俄远东及贝加
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机制，将东方经济论坛打造为两
国高层会晤的又一重要平台，有力推动了这两个地区的战
略对接和深度合作。

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俄远东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
位。2017 年，俄远东地区对华贸易额达 77 . 7 亿美元，占该
地区外贸总额的 27 . 2%。目前已有 26 家中资企业入驻远
东跨越式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

与此同时，中国已成为俄远东地区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中
国在俄远东地区落实投资项目达 28个，涵盖农业、林业、建材、
轻工、能源、矿产、商贸等诸多领域，投资总额约 40亿美元。

双方正着力打造滨海 1 号、2 号陆海联运国际交通走
廊，跨黑龙江公路铁路大桥、中俄欧班列等互联互通和基础
设施建设大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中国与俄远东地区已建立
25 对友好省州和城市关系。去年，仅滨海边疆区就接待中
国游客 42 万人次，占该地区外国游客人数的 65%。

中俄地方合作蕴藏巨大潜力，在中俄政府共同推动和
两国企业不懈努力下，中俄地方合作将迈上新台阶，中俄全

方位务实合作将为世
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带
来更多正能量。(记者
栾海、吴刚)据新华社
莫斯科 9 月 17 日电

地方合作为中俄

关系注入新动力

▲ 9 月 18 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左)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乘车进入平壤市区。

韩国总统文在寅 18 日上午乘专机抵达朝鲜首都平壤。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到机场迎接。两位领导人将在
今后 3 天里举行今年以来的第三次会晤。 新华社发 (韩朝首脑平壤会晤韩方联合采访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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