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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第一批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

新华社日内瓦 9 月 11 日电(记者陈俊
侠、聂晓阳)中国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
主席何超琼 11 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2
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强烈谴责近期
发生在香港的违法暴力行为。

何超琼强烈谴责香港一些极端暴力分子
不断升级的暴力行为。她说，自 6 月 9 日以
来，香港遭受 130 余次示威游行的困扰，其
中 110 次演变为无端暴力和非法行为，导致
数以百计的小商铺关门，很多人为此失业。

她说，普通香港市民是违法暴力行为的
最大受害者。很多孩子离开家庭，成为全副
武装的暴乱分子，实施激进犯罪行为，令人
担忧。

何超琼表示，香港各年龄段的孩子在学
校和网络空间被灌输憎恨警察等思想，被动
员进行大规模罢课。那些拒绝接受此类行为
的孩子，尤其是警察的孩子，不管是在现实
中还是在网络上，会遭到恶意骚扰、恐吓和
欺凌。

她说，“我们无法容忍孩子们被如此利
用，呼吁国际社会谴责那些组织者和对他们
施加不良影响的人”。“煽动仇恨和暴力极
端主义只会给我们所深爱的、和谐稳定的城
市带来无法弥补的创伤和裂痕”。

新华社日内瓦 9 月 11 日电(记者陈俊
侠、聂晓阳)继当天早些时候在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第 42 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
后，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何超琼
11 日下午再次在“真相、正义、赔偿与保
证不再发生”议题下发言指出，部分自诩的
香港“自由斗士”伪善且使用双重标准。

何超琼表示，一些自诩为“自由斗士”

的人躲在面具和匿名的网络账号下，对她进
行攻击。

何超琼说，由于她本人前来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发言，她以及她的家人和公司都遭到
激进分子的攻击和威胁。“这不仅是恐吓，
也是恶意宣扬不实之词。”这种做法是虚伪
的，暴露了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双重标准。

她表示，多日以来，香港多数民众遭
受到各种形式的人身和心理暴力。除了纵
火、破坏公交设施和财产、攻击无辜市民
和警察外，激进分子还利用媒体和互联网
侵犯个人隐私并传播歪曲和伪造的信息，
在香港制造不信任和恐惧等，并为其暴力
行为寻求借口。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记者申铖、韩
洁)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试行
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2019]2 号)，经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11 日公布第一批对

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对第一批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部分商品，
自 2019 年 9 月 17 日起实施。

其中，清单一所列商品，自 2019年 9月 17
日至 2020年 9月 16日，不再加征我为反制美

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对已加征的关税税
款予以退还，相关进口企业应自排除清单公
布之日起 6个月内按规定向海关申请办理。

清单二所列商品，自 2019 年 9 月 17
日至 2020 年 9 月 16 日，不再加征我为反

制美 301 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已加征的关
税税款不予退还。

下一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
续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适时
公布后续批次排除清单。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记者
韩洁、申铖)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
税税则委员会(税委会)11 日发布公
告，明确从 2019 年 9 月 17 日开始，
对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
排除部分商品。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清单首亮
相意义几何？首批次清单涉及哪些商
品？为何部分商品不能退税？后续排除
清单何时公布？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
问题，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业内
权威专家。

新机制释放为企业减

负的积极信号

虾苗、紫苜蓿、鱼粉、润滑油、润滑
脂、医用直线加速器、饲料用乳清……
翻看公告所附清单，涉及 16 大项商
品，对应数百个具体商品，将从 2019
年 9 月 17 日起一年内不再加征我为
反制美 301 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大部
分商品还将退还已加征关税。

“这意味着我国新试行的加征关
税排除机制，正在缓解中美经贸摩擦
影响、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中国国际商会法律服务部专
家陈怀生对记者说，所谓排除机制，顾
名思义与加征关税是相对的，是美国、
加拿大、欧盟等经济体应对加征关税
影响的常用措施。

过去一年多来，针对美方不断升
级加征关税行为，中方不得已先后出
台了三轮关税反制举措。考虑到部分
美方商品和原材料无法替代，为减少
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经国务院批
准，税委会于今年 5 月 13 日发布公
告，启动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

据了解，我国第一批可申请排除
的商品于 2019 年 6 月 3 日至 7 月 5
日期间接受申请，对应的是《国务院关
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 500
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所
附《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一》商品，
以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
原产于美国约 160 亿美元进口商品加
征关税的公告》所附《对美加征关税商
品清单二》商品。

陈怀生介绍，根据我国税委会相
关排除工作试行办法，对美加征关税
后，在华企业或其行业协(商)会凡符合
以下三个标准：寻找商品替代来源有
困难、申请主体面临严重经济损害、相
关行业造成重大负面结构性影响或严
重社会后果的，都可以提出排除申请。

“我国排除机制针对的是一类商
品，可以说一家企业申请，同类型其他
企业都受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副秘书长赵志平说，中方及时公布
排除清单，有助于缓解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市场波动，让企业更
有信心前行。

范围广效率高彰显中方负责任态度

记者了解到，首批申请排除的企业数量达到上千家，此次公
布清单涉及近 300 份有效申请，占企业申请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可见中方排除比例之大。

陈怀生说，首批次排除商品税目范围表面看只有16项商品，但因中
方列的是8位税则号的大类商品，不同于美方排除清单中10位税则号的
具体商品，实际中方排除商品范围相对更广、涉及行业企业也相对更多。

专家介绍，虽然美方已公布 8 批排除清单，但与收到的上万
份企业申请相比，只有较小比例企业申请列入清单，而且从企业
申请到公布清单，美方最快一批耗时 5 个月，慢的需要一年时间。

“我国税委会从 6 月 3 日开始接受申请到如今发布第一批
清单，只用了 3 个多月时间，高效率处理企业申请彰显中方对
民众和企业的负责任态度。”陈怀生说。

“此次清单涉及四类农畜用品，充分考虑了国内养殖户的利
益。”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田志宏说，四大类商品虾苗、紫
苜蓿、饲料用乳清和鱼粉，都属于自美进口需求比较刚性的，列
入排除清单有助于更好满足国内虾、猪、奶牛等养殖业发展需
求，保障百姓日常生活需要。

部分不能退税源于退税操作难度大

此次公布的两个排除清单中，对于此前已加征的关税税
款，清单一所列商品可予以退还，而清单二所列商品不予退还。
两个清单为何不同？

记者了解到，试行办法规定了具备退还税款条件的商品主
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排除清单按税则税目进行排除的；二是排
除清单所列商品为税则税目中的一部分，且海关有条件退税
的，如在税则税目基础上，海关有附加编码。

“根据公告，某项商品若想获得退税，要么该商品属于按照 8
位税则号排除的整类商品；要么该商品属于排除税则税目中的一
部分，且该商品具有海关附加编码，也就是说只有在可明确计算出
该商品此前缴纳关税金额的情况下，才具备退税条件。”陈怀生说。

他解释说，具体来看，清单一中包含了其他小虾及对虾种
苗、紫苜蓿粗粉及团粒、润滑油等 12 项商品，涉及 8 项全税目以
及 4 项有海关附加编码的商品，具备退还税款的条件；清单二所
列 4 项商品为所属税则税目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商品因为没
有海关附加编码，海关无法确认此前税款金额，也就无法退税。

“根据 WTO 贸易救济规则，有关国家在采取反倾销、反补贴
措施时，也会遇到征税和退税的问题，这些国家的海关一般也会采
取按照 8位税则号或海关附加编码等可操作的方式来执行退税。”

后续清单“成熟一批、排除一批”

“排除清单工作，对于相关企业和行业来说，是一个重大制度设计。
在中美经贸摩擦持续情况下，后续排除清单将会陆续出台。”赵志平说。

记者了解到，排除清单将按照“成熟一批、排除一批”的原则
陆续推出，此次先公布第一批排除商品的第一次清单，并将适
时公布后续批次排除清单。

据悉，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批)排除申报系统已于 8月 28日正
式开放，并从 9月 2日起正式接受第二批商品排除申请，截止日期为
10月 18日，对应的商品包括《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
国的部分进口商品(第二批)加征关税的公告》所附的附件 1至 4商品。

此外，对于不久前中方公布的第三轮对美加征关税反制举
措，税委会将继续开展相关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工作，接
受申请办法将另行公布。

田志宏告诉记者，一方面列入排除清单的企业，符合条件
的要在公布之日 6 个月内按规定向海关办理退税；另一方面，
后续企业申请时要充分考虑三个标准，所列商品要更有针对
性，不能过于宽泛，便于税委会精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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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9 月 11 日电香港各界妇女
联合协进会主席何超琼 11 日在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第 42 次会议上发言，谴责近期发生
在香港的暴力违法行为，呼吁国际社会谴责
极端示威暴徒分子暴力行为。香港各界纷纷
为之点赞，认为她传递出鼓舞人心的正能
量，向全世界介绍了香港的真实情况，可让
国际社会对香港情况作出全面中肯的判断。

“很正能量，全体香港市民都为何超琼
点赞！”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表示，香港妇协是
极具影响力的组织，何超琼用事实说话，对
各种谣言进行了反击，把香港真实情况告诉
世界人民，让全世界都知道是有人刻意诽谤
歪曲，故意搞乱香港。

卢文端说，被绑架的社会青年、学生并
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乱港分子
对香港的秩序、经济、社会已造成很大破坏，
香港市民早已不堪其扰，少数暴徒不能代表
750 万香港人。他呼吁香港沉默的大多数站
出来勇敢谴责暴力行为。

何超琼发言时强调，一小群极端示威者
的观点并不代表所有 750 万香港人的观点。
这些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行动从未被香港
人所纵容。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一小撮暴力分子
不但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还完全受到我们
的反对，完全违反了我们的心愿和意志。”香

港侨界社团联会副会长李润基表示，非常支
持何超琼借助这一国际讲坛把真相告诉联
合国，告诉各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

暴力分子的罪恶行径完全伤害了香港的
核心价值和国际形象，损害了香港人民的共同
利益，李润基说，一些不怀好意的机构和人刻
意扭曲真相，造成一种虚假舆论，在某种程度
上造成了其他国家人民对香港的误解。

“真相不能被蒙蔽和扭曲！希望香港多
一些公平正直的新闻媒体，秉承客观公正透
明的新闻原则，所有有良知的传媒人都应负
起责任，把香港真相告诉全世界。”李润基
说。

香港女企业家朱珮嘉表示，今天的香港
出现了一些荒谬离奇、指鹿为马、满口谎言
的情况，何超琼在联合国为正义发声恰逢其
时，让外界知道暴徒的丑恶行为已经把香港
破坏到什么地步：民心惶恐不安，经济大跌，
民生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朱珮嘉说：“大多数香港人，你的沉默只
会让事情恶化，请问你能忍受这样人心恐慌
的日子吗？你的孩子被荼毒，你愿意吗？你的
生活已经受到影响，你接受吗？如果你受够
了，不愿每天都在暴力的环境下生活，我们就
得团结起来，向暴力和暴徒说不！”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卢瑞安表示，当前国
际社会急需了解香港的真实情况，倾听香港
沉默大多数的心声。“像何超琼这样多年来

对社会贡献卓著的成功企业家，能够在联
合国的舞台上为香港人发出正义之声，是
鼓舞人心的正能量之举。”

卢瑞安说，一些乱港之流不断抹黑香
港、损害香港的国际声誉，令人气愤，希望
更多的有识之士把握机会，在各种平台上
积极为港发声，为年轻人树立正确的榜样。

全国政协委员简松年说，自修例风波
发生以来，乱港头目屡屡到外国抹黑香
港，极力美化暴徒激进暴力行为，加上外
媒的报道极为偏颇，两大社交媒体推特和
脸书也以避免“损害香港政治运动的合理
性”为由，删去了数十万个揭露暴徒恶行
的账号。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人对香港的
情况难窥全豹”。简松年说，要为何超琼把
香港的情况如实带进联合国“点赞”，因为
此举让世界看清香港面对的极端暴力，有
利于国际对香港情况作出全面中肯的判
断。

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成立于 1993
年，是一个具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
询地位的非营利、非政治组织。其使命是团
结各界妇女，鼓励她们积极关注香港事务，
倡导世界各地的妇女权利。会员总数超过 10
万，其成员包括商业女性、专业人士、工人、
家庭主妇以及热衷于女性发展和进步的人
士。

何超琼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

强烈谴责香港暴徒的暴力违法行为
部分自诩的香港“自由斗士”伪善且使用双重标准

香港各界对何超琼在联合国

人权会议的发言予以积极评价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记者马卓言)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11 日表示，
正是因为美方一些政客的
纵容支持，反中乱港分子
才会如此肆无忌惮、有恃
无恐，她要求美方“有些
人”立即停止纵容暴力违
法犯罪，立即停止干预香
港事务。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
上，有记者问：美国部分议
员 10 日向国会提交议案，
要求禁止美国公司向香港
出口催泪瓦斯、胡椒喷雾、
橡皮子弹等警用设备，因
为香港警方对待示威者的
方式遭到了很多批评。中
方对此有何回应？

“我不知道美方这些
议员是不是想将这些防暴
器材都留在美国国内自己
用呢？”华春莹说。

她说，关于近期在香港
发生的事情，是非、曲直、黑
白都是清清楚楚的。越来越
多的国际主流媒体通过实
地采访报道了香港的真实
情况。一些俄罗斯媒体通过
多张高清照片展示了示威
者所持的内藏有刀刺的雨
伞、燃烧弹等武器。报道说，
一些人假自由民主之名实
行恐怖犯罪活动，幕后黑手
是香港暴乱的根本原因，
而香港所谓的新闻自由到
了荒谬的地步。

“我想问问美方这些议
员，当极端暴力分子残忍袭
击和伤害香港警察，瘫痪机
场、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时，
你们所崇尚的法治在哪里？
当上千名香港警务人员及其
家属个人信息被非法暴露、
受到疯狂网络霸凌恐吓时，
你们所标榜的人权在哪里？
当持不同意见的人士被蒙
面黑衣人追逐、殴打、围攻，
受到人身限制和伤害时，你
们所宣扬的自由又在哪里？”
华春莹说。

华春莹说，美方个别议
员一方面将暴力违法犯罪
美化为争取人权和自由，另
一方面把香港警方的忍辱
负重、克制执法污蔑为过度
使用暴力。这是对自由、民主
和人权的最大亵渎，是对香
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一

主流民意的公然蔑视，更暴露了他们极端的虚
伪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她说，美方警察又是如何对待示威者
的？很多人对 2011 年“占领华尔街”运动、
2015 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骚乱以及最近
波特兰市的示威画面恐怕都还记忆犹新。
“今后，如果类似香港发生的事情在美国上
演，美方这些议员还会如此‘仁善’吗？我们
拭目以待。”

“正是美方一些政客的纵容支持，反中
乱港分子才会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华
春莹说。

“我记得前不久，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
人杨光在关于香港当前局势看法新闻发布会
上，曾援引毛泽东主席 1963年所作《满江红》
的几句词。今天，我想把那几句词的下面两句
也续上：‘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华春莹说。

华春莹强调，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
容任何外国政府、任何外国组织和任何外
国个人干预。任何企图在涉港问题上玩火
的人最终只会引火烧身、自食苦果！“我们奉
劝美方有些人不要再装睡，也不要再犯浑，
立即停止纵容暴力违法犯罪，立即停止干预
香港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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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记者安蓓)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全国商会联合主办
的中美企业家对话 10日至 11日在北京举行。

此次对话主题是“中国、美国及全球经
济”。双方代表围绕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内
容涉及“贸易和投资谈判、产业链——— 进
程、展望和可能的影响”“创新和科技合作
前景——— 当前产业发展和未来影响”等议
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和
美国全国商会常务副会长薄迈伦，以及中美
两国工商领袖、政府前高官及专家学者 20
余名代表参加对话。

中方代表指出，中美同意 10 月初在华

盛顿举行第十三轮经贸高级别磋商，顺应两
国民意，是双方共同的理性选择。作为全球
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已经形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两国经贸关
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合作是双方唯一正
确选项。两国经贸存在的分歧和摩擦，最终
需要通过对话，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解
决。双方应注重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在科技
创新、高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中方积极开展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合作。在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双
方具有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潜力。

中方代表强调，贸易战不利于中国，不

利于美国，也不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加
征关税并没有达到美国政府预期目的，反而
伤及美国经济。美贸易逆差不减反增，经济
增速大幅下降，企业和民众负担持续增加。
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成为世界经济
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

中方代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
货币政策，通过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负担，深
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
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彰显了强大韧性。

美方代表表示，美中关系正处在一个关
键时刻，两国关系面临严峻考验，贸易摩擦

对美中经济都产生不利影响，全球经济面
临放缓的压力。希望美中双方通过谈判和
协商，妥善解决双方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
题；要高度重视创新的重要作用，加强在
大数据、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健康医疗
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引领世界经济、科技
发展。美中关系对双方乃至世界都十分重
要，希望此次企业家对话能够为改善双方
关系做出贡献。美国全国商会愿为增进彼
此了解，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中美企业家对话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和美国全国商会联合举办，属于中美
政府之外的第二轨道交流机制。

中美企业家对话在京举行

▲ 9 月 11 日，在瑞士日内瓦，中国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何超琼（中）在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2 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中国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何
超琼 11 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2 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强烈谴责近期发生在香
港的违法暴力行为。 新华社记者陈俊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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