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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方极限施压令中美经贸磋商严重
受挫。美式霸凌再度显露出蛮横无理的表征和
颠倒黑白的底色。构成这一底色的，是美方牵
强附会、混淆视听的诸多事实污点。

事实污点之一，是美方屡屡将巨额贸易逆
差诿过于人，搞出一套强词夺理的“逆差外因
论”，但这一问题根本上源于美国经济的内在
结构性问题。要知道，美国与全球上百个国家
都存在贸易逆差。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说
得明白：这些逆差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它
反映了美国经济严重的内部失调！通过最新数
据也看得明白：虽然政府四处挥舞“关税大
棒”，但是美国去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依
然大涨 12.5% ，创十年来新高！

事实污点之二，是美方把本国失业问题归
因为对华贸易。但这种“就业流失论”也属无稽
之谈。很多经济学家早就指出，美国制造业岗
位流失，既有该国产业空心化的原因，也是国

际分工协作发展的结果。强加关税将破坏国际
产业链，增加企业成本，反而可能导致美国就
业岗位损失。

实际上，中国的发展非但没有夺走美国人
的饭碗，反倒让美国产业有机会吐故纳新，为
就业市场增添活力。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估
算，仅 2015 年的中美经贸往来就至少支持了
美国约 260 万个工作机会。

事实污点之三，是美方大肆指责中国的
“技术偷窃论”。但只要细究，就发现其充满傲
慢与偏见，更有故意抹黑之意。

多年来，中国前沿科技领域实现长足进
步，主要得益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中国已加
入几乎所有主要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向世界昭
示中国人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真诚意愿。

与美方论调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正日
益成为全球“磁石”，吸引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
全球高科技翘楚抢滩中国市场。就在今年初，
特斯拉首个海外超级工厂在上海开工建设，成
为首个获批在华独资建厂的外国车企。试问，
如果没有可观的收益和可靠的法治保障，特斯
拉这样的公司会来中国吗？

事实污点之四，就是美方近期“高声远扬”

的对华加征关税“美国必胜论”。但白宫的论断
正陷入不攻自破的尴尬。

在美方升级贸易战之际，包括美国全国零
售商联合会、美国大豆协会、美国玩具协会在
内众多行会组织纷纷发声，指出新增关税是对
美国商家和消费者课税，将重创美国公司，毁
掉大量就业机会。而美国政府提供的补贴实属
杯水车薪，且难以为继。

反观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像某些美国官员
臆测的那样乱了方寸，反而在美方挑起的贸易
战中经受住考验，表现出良好的抗压能力，继
续担纲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

事实污点之五，则是美方试图把中美经贸
磋商受挫责任强加于人的“中方背诺论”。这更
是离谱的一面之词。

常识告诉人们，在协议达成之前，各种分
歧存在都很正常，何来违背承诺之说？反倒是
美方在磋商过程中，从未放弃霸凌思维，严重
违背了“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共识。此前磋
商过程中，即使由于美方背离了谈判应有的
准则而使磋商遇到困难时，中方还是尽可能
显示了建设性的态度。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
睹。

从这种种事实污点可以看出，美式霸凌行
径何其荒谬。这也决定了它在道义上不得人
心，逻辑上不能自洽，结果上只能是败事有余！
(记者傅云威、康逸)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记者侯晓晨)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 17 日表示，中方赞赏法国对中
国科技企业参与 5G 建设表明的公正态度，并
鼓励更多国家基于事实、独立地作出符合自身
利益的政策选择。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
16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被问及美国在 5G 建
设上限制中国科技企业发展时表示，现在对另
一个国家发动“科技战”或者“贸易战”是不合适
的。法方坚持多边主义，主张开展合作，不会对
华为或其他任何企业采取封锁行为。我们注意
到你昨天指责了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采取的限
制性措施。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美欧国家之间的
不同立场？

“我注意到你引述的马克龙总统的有关表

态，赞赏法方对中国科技企业参与 5G 建设
表明的公正态度。”陆慷说。

陆慷说，不久前，李克强总理赴欧洲出席
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期间，中
欧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对中欧在 5G 领域对
话交流取得进展表示欢迎。中欧还成功举行
第四次创新合作对话，确认展期《中欧科技合
作协定》意愿，进一步推动了中欧科技创新合
作。

“在全球化的今天，5G 的开发、利用有
赖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像美国那样出于
政治目的人为干扰 5G 开发、利用与合作，甚
至滥用‘国家安全标准’，把有关问题政治化，
采取打压限制特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不仅不
利于 5G 的发展，也有悖公平竞争原则，最终

不符合任何国家利益。”陆慷说。
他表示，中方鼓励更多的国家能够基于事

实，独立地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选择，共
同维护好一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市场环境。

新华社巴黎 5 月 16 日电(记者陈晨)法
国总统马克龙 16 日表示，法国在建设 5G 方
面重视国家安全，但不会封锁特定供应商。

马克龙是在巴黎参加第四届法国“科技
万岁”科技创新展期间作出上述表示的。他
说，法国在建设 5G 方面重视国家安全，但不
会将特定某家供应商封锁，“发展自身科技生
态系统的更佳方式是合作和减少冲突”。

他说：“法国的(科技)生态系统正在加速
发展，我们将更快地融资，吸引更多的人才。”

法国“科技万岁”科技创新展当天在巴黎

开幕，无污染出行、清洁能源、初创企业等成
为重点关注领域。

中国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出席
展会时分享了如何面对未来的思考。马云说，
“创业初期，唯一能跟别人竞争的就是我们如
何看待未来”。他说，欧洲有很多优秀的小企
业和年轻创业者，建议创业者着眼未来、要有
耐心。

法国“科技万岁”科技创新展创立于
2016 年，目标之一是使巴黎成为科技初创企
业起飞的“主要国际枢纽中心”。展会每年举
办一届，今年共吸引来自全球 125 个国家和
地区的 9000 家初创企业参展。本届展会将持
续至 18 日，预计将吸引参观者超过 10 万人
次。

马克龙：法国 5G 建设不会封锁特定供应商

外交部：赞赏法对中企参与 5G 建设的公正态度

新华社伦敦 5 月 16 日电(记者张家伟)
随着英国电信运营商准备在部分地区开通
5G 网络服务，中国华为 16 日在伦敦发布
Mate 20 X 5G 版本手机。这款手机预计将
于今年 6 月在英国上市。

华为 Mate 20 X 5G 版本手机的最大
特点是搭载了华为首款 7 纳米工艺多模 5G
芯片巴龙 5000。这款芯片被誉为“华为最
强”。该手机的主要配置与此前发布的 4G 版
接近，采用麒麟 980 处理器，配备 7 . 2 英寸
全景巨幕屏等。

据介绍，新发布的 5G 手机产品在 5 月
底开始接受预订，6 月开始就会由 EE、02、
沃达丰等英国电信运营商以及一些指定的经
销商开始销售。

华为西欧地区消费者业务首席营销官安
德鲁·加里希在发布会上说：“我们投入了大
量资源和精力来构建适用不同设备、网络以
及芯片组的 5G 解决方案，以确保能为消费

者带来更好、更加无缝的 5G 体验。”
此前，华为已在今年 2 月举行的世界移

动通信大会上首次推出基于 5G 技术的商用
手机 Mate X。这款智能手机采用折叠屏设
计，同样搭载了巴龙 5000。

英国的 5G 发展速度目前走在欧洲前
列，多家运营商已计划在一些城市陆续开通
5G 服务。主要电信运营商之一的沃达丰本月
14 日宣布，7 月初开始会在伦敦等 7 个城市
开通 5G 网络服务，年底前还将在另外 12 个
城市开通相关服务。在沃达丰为消费者提供
的首批 5G 智能手机产品名单中，除一款来
自三星，其余都是中国厂商华为和小米的产
品。

新华社柏林 5 月 16 日电(记者张毅荣)
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局长约亨·霍曼 16 日在
该机构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反对将中
国企业华为排除在德国的 5G 建设之外，同
时强调所有企业必须遵守严格的安全要求。

霍曼说：“我们的立场是，包括华为在内
的任何网络设备供应商都不应被特别排除在
外。”他上月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就
曾作出类似表态。

霍曼说，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日前已更
新了对于网络安全的最新要求。这些要求适
用于所有企业，“无论名称如何，任何满足要
求的企业都能参与进来”。

霍曼当天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
到目前为止，联邦网络管理局没有发现华为
在德国从事任何“不被允许的行为”。

根据这一机构的声明，更新的网络安全
要求遵循技术中立原则，不仅针对 5G 领域，
而且适用于一切网络事务。

德国政府日前正式启动 5G 频谱拍卖，
多家欧洲电信运营商参与竞标。按规定，中标
公司到 2022 年底时需要为德国 98% 的家庭
提供 5G 网络服务，2024 年底时 5G 服务覆
盖主要公路和铁路路段。

华 为 在 英 国 发 布 最 新 5 G 手 机

德 重 申 5 G 建 设 不 会 排 除 华 为

美国政府日前发布
针对华为等公司的限制
交易令，国际舆论为之哗
然。美国悍然推行技术霸
凌主义，吃相难看，“失
态”又“失道”。

为在 5G 领域突出
“美国优先”，美国以政治
力量妖魔化他国技术产
品，只会扭曲市场正常的
公平竞争环境，扰乱健康
有序的发展进程。这种技
术霸凌不仅损害中国企
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而且
也不利于美国自身信息
和通信领域的发展，对人
类技术进步与全球产业
链构成新威胁。

美国滥用“国家安
全”概念，炮制“国家紧急
状态”的幌子，实质是欺
世盗名，为推行技术霸
凌找借口和工具。作为
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
国，美国的科技、军事、
经济实力傲视全球，其
国家安全怎么会轻易受
到威胁，以至于处于“紧
急状态”了？美国泛化国
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
管制措施，其手法见不
得阳光。

美国搞技术霸凌损
人不利己。众所周知，一
些美国企业是华为的供
应商，有着长期良好的合
作关系。路透社引述专家
分析认为，此举最终将让
一些美国企业“受到惩
罚”。许多业内人士认为，

如果美国市场缺少华为这个重要竞争者，信息和
通信领域的创新将更迟缓。美国著名信息专家尼
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表示，美国政府基于政治因
素的这种做法，有损人不利己甚至伤己的后果，
只会“创造虚假的安全感，实际上可能增加风险”。

美国搞技术霸凌在国际上失道寡助。美国
政府发布相关限制交易令后不久，法国总统马
克龙就公开表态，法国不会限制华为或任何公
司；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局长约亨·霍曼也表
示，反对将华为排除在德国的 5G 建设之外。

5G 是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科技机遇，华
为在 10 余年前就开始投入研发 5G ，才在今天
取得全球公认的领先地位。国际电信联盟计划
在 2020 年通过 5G 全部相关标准，美国政府用
政治手段扭曲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将影响全
球 5G 技术的顺畅发展。

越被打压，越要奋起。美国搞技术霸凌只会
促使中国企业更加坚定地走独立自强道路。17
日，华为旗下海思公司的一封内部信件在网上广
为传播，传递出不畏艰难、走“科技自立”之路的
坚定意志。

从贸易霸凌到技术霸凌，恰恰证明美国的焦虑
和心虚。美国正走向历史的反面，越来越成为自己
曾支持和主导的国际规则、全球产业链的破坏者。

“限制”“封锁”“打压”，中国人民见得少吗？不
都扛过去了吗？中国不仅没有被击倒，而且发展
得更好！

美国的霸凌不过是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上的
一道坎儿。艰难险阻，玉汝于成。中国的科技进步
不会停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不可阻挡。

(记者黄堃)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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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担忧中美经贸摩擦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美国政府日前宣布对 2000 亿美元中
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从 10% 上调至 25%。美国
政商学界人士和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担忧，认为
此举将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犹他州众议院前议长格雷格·休斯说，
中国是全球产业链重要一环，犹他州的发展离
不开中国，越来越多的犹他州企业和民众认为
有必要维持良好对华关系，包括经贸关系，期待
好的结果并希望对华关系不断发展。

美国大豆协会会长戴维·斯蒂芬斯说，美国
豆农对于美中经贸摩擦持续数月悬而未决深感
沮丧并已蒙受严重损失，希望美中双方尽快达
成互利双赢协议，取消相互加征的关税，恢复正
常贸易往来。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会长马修·谢伊说，

最新的关税升级对美国经济来说是“太大的
赌博”，将危害美国就业并增加消费者成本，
美中经贸摩擦持续不利两国，不利全球，希望
美中经贸谈判尽快回到正常轨道。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休斯敦分校教授乔
恩·泰勒说，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
做法无益于矛盾的解决，只会破坏谈判，加剧
摩擦。中国采取的反制措施表明，中国不会容
忍除公平协商解决争端外的任何做法。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
行秘书阿米达·阿利斯夏巴纳说，亚太地区许
多国家同中美两国保持密切贸易关系，中美
经贸摩擦势必对地区贸易活动产生重要影
响，我们希望两国尽快达成互惠互利协议。

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警告，贸易
战争只能产生输家，所有卷入其中的国家都

无法幸免。美国和中国间的经贸摩擦对全球
经济增长构成重大威胁，直接造成货物流通
减少，欧洲和法国就业将因此受到影响。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吉姆·奥
尼尔说，动用关税武器解决贸易逆差并非好
选择，经贸摩擦加剧不仅令美中两大经济体
遭受损失，其溢出效应也给其他国家带来负
面影响。

德国工业联合会常务董事约阿希姆·朗
认为，美国无视以规则为基础、平等的贸易体
系，奉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政策，伤害别国
利益。中美经贸摩擦持续时间越长，对全球经
济损害越大，贸易争端没有赢家。

土耳其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塞尔丘克·乔
拉克奥卢认为，加征关税此类贸易保护措施
将给国际贸易带来负面影响，经贸磋商受挫

使中美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面
临风险。

埃及《金字塔报》资深记者萨米·卡姆哈
维说，一场经贸摩擦，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担当
责任的中国和一个一意孤行的美国。当今世
界面临诸多挑战，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
只有合作应对，才能谋求更好未来。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瓦西
里·卡申认为，美国加征关税可能导致中国部
分地区经济发展受挫，但是规模庞大的国内
市场足以保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总体稳定发
展。美国如果继续升级同中国经贸摩擦，其自
身经济也将受到相应打击。
(参与记者：高攀 、熊茂伶 、孙丁 、夏林 、谭
晶晶 、高路 、明大军 、杨舟 、陈晨 、王慧慧 、
孙晓玲、李萌、朱晟、施春、吴丹妮、张骁)

颠倒黑白——— 美式霸凌的事实污点

美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美应更务实处理对华关系，重视两国合作面

新华社纽约 5 月 16 日电(记者潘丽君)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近日在纽约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应务实处理对华关
系，摒弃意识形态，充分重视两国关系中的合
作层面。

芮效俭指出，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及中国的发展道路，深刻影响其处理对华关
系的措施。过去 40 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在

实用主义和意识形态间摆动。实用主义凸显
美中双边关系中的合作面，而意识形态做法
则过于关注双方竞争层面。

芮效俭认为，本届美国政府缺乏明确的外
交政策，给美中关系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目
前美国决策层对日益发展的中国存在某种恐
慌，容易过分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竞争问题。

芮效俭指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

存在竞争是“自然的”，应理性看待。美中之间
存在竞争是事实，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也是
事实，不应只看到前者而忽略后者。

芮效俭认为，美中两国不仅要在应对气
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展开合作，在诸多
事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如在朝鲜半
岛局势等地区问题上，双方也要加强协调与
相互理解。

■新华时评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当代自由贸易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重要成果之一，其基本原则见诸《大西洋
宪章》和《联合国宪章》。回顾 20 世纪的历
史，自由贸易为各国经济提供了发展动力，
美国则是全球化进程和当代自由贸易体系
的最大获益者。

中国选择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
球化进程，是世界自由贸易史上的重大事
件。特别是加入 WTO 以来，中国严格遵循
世界贸易规则，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努力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为全球经
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同全球产业
链上的大批国家联动发展，大大拓展了国
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我们携手广
大发展中国家，互通有无、共享发展，有力
推动了全球反贫困事业。

由于中国与各方共同努力，全球经济
增长更具包容性，全球经济贸易总体上更
加平衡。事实证明，局部的暂时性失衡本身
就是市场经济国际分工的过程和产物，完
全可以在世贸规则下，通过互利共赢实现
再平衡。而唯我独尊的单边主义，危害国际
贸易秩序与全球化进程，既损人更不利己，
对自身长期发展无异于饮鸩止渴。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信用是市
场经济的基石，讲信用就不能说一套、做一
套。美国凭借自己长期以来占据的经济、金
融规则优势，从世界各国攫取了巨大利益。

即使如此，依然打着“美国优先”旗号，推行极端实用主义，搞
逆全球化，在国际组织中频频变脸“退群”，成为国际社会最大
“不守规矩者”。这样的妄为和霸凌，怎能让世界接受和信服？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没有倒
挡。妄图开全球化倒车，既不明智，也不现实。

(记者王立彬)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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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产业分工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大到波音飞机，小到苹果手机，全球产业链无
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何况，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 130 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跟
中国打贸易战，势必损害全球经贸体系，殃及世界经济。

美方一意孤行，推行霸凌主义，导致贸易战烽火四起，
伤的是全球产业链的筋骨，断的是国际贸易的血脉，挖的是
国际规则的墙脚，毁的是国际秩序的根基。

中国先贤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方不妨想想，为什么
霸凌主义政策被各国纷纷抵制，就连自己的盟友也颇有微词。

因为有一点大家看得很清楚：贸易战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威
胁，损害的是各国利益和全球长远发展，每个人都将成为受害
者。正因为如此，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向美方喊话：“我们要
贸易，不要战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发出警告，政
治家必须“在不诉诸非常措施的前提下解决贸易纷争”。

正在全球蔓延的焦虑与不安，并非是杞人忧天。1930
年出台的、被称为“20 世纪美国最愚蠢法案”的《斯穆特-霍
利关税法》，将进口产品关税全线上调了 20% ，引发全球贸
易战，直接加剧了 30 年代的大萧条，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爆发埋下了祸根。今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表明，
如果全球爆发严重贸易战，即关税增加 40% ，全球经济将
重现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

如果任由霸凌主义肆意横行，世界经济将面临怎样的
前景？人类将面临怎样的未来？

结论不言自明：摒弃唯我独尊、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
反对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强权霸道，坚持开放包容、推动
合作共赢，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类通往光明未
来的正确之路。

在磨砺中自强不息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
大斗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从没有一帆风顺，都会跌宕起伏
甚至充满坎坷曲折。

当代中国，既处于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中，又处在由
大向强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遭遇风浪、经受打压，是我
国发展壮大过程必然要经历的历史关口。霸凌主义的侵袭，
躲不过、绕不开，不是第一个挑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挑战。

马克思曾指出，如果斗争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
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进行
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既要有敢打的决心、必
胜的信心，也要做好打攻坚战和持久战的充分准备。

有感于时事，一位网民评论：“现在是 2019 ，不是
1919 。”

走过改天换地、波澜壮阔的 100 年，换了人间。那个积贫积
弱、备受欺凌的“东亚病夫”早已一去不返，一个朝气蓬勃、充满
希望的新时代中国阔步向前，风雨不改其志，磨难不易其心。

抚今追昔，面对伟大斗争，我们充满必胜的信心与底
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形成的坚实国
力，近 14 亿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是我们战胜风险挑战的
最大优势和根本保证。当霸凌主义的狂风暴雨袭来，在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始终沉着应对，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
变”的淡定从容，有“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战略定力，更有充
足的准备、全面的布局、科学的打法。“夫未战而庙算胜者，
得算多也”。我们的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不管美方出什么
牌、使什么招，我们都心中有底、阵脚不乱，牢牢把握斗争的
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面对伟大斗争，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激发斗
争精神。中华民族向来有不畏强权勇于斗争的气概，有在自
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能力。古人云：临难毋苟免。越是在重压之下，我们越要丢掉
幻想、准备斗争，越要有不怕打的昂扬斗志、不可侵犯的坚定
意志。没有上甘岭的胜利，哪来板门店的签字？只有在维护国
家核心利益上敢于针锋相对，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挑战
面前退缩，才能斗出一片新天地，打出一个新世界。

面对伟大斗争，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
奋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坚定不移办好自己
的事情，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是应对贸易战和一切风险挑战
的根本之策。世上从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靠自己的艰辛奋
斗，才能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只要我们坚持在更高起点上
深化改革开放，在更深广的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更大力
度加快推进自主创新，中国经济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
前景，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
花”，一切艰苦磨砺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多难兴邦。“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今天
中国人民拥有的一切，是中国人民自己千辛万苦干出来的。

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
心协力、奋发图强，撸起袖子加油干，排除万难向前走，胜利
必将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千磨万击还坚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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