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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记者 颜亮 高攀 孙丁

“你们需要的产品能在其他国家
生产吗？”

“不能，只有中国有完整生产链。”
“你们能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

赖吗？”
“不能，中国有我们的关键供应

商。”
“你们进口的这款中国商品有没

有其他替代品？”
“没有，消费者就喜欢这款中国

货。”
……
这样的对话，在华盛顿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大楼的会议室里反复出
现。虽是8月夏休期，但美政府召开的
拟对 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关税的听证会，却有300多名行业和公
司代表从各地赶来参加。记者在现场
旁听，他们绝大多数在发言中都呼吁
不要加征关税，因为美国自己的消费
者和企业会由此受到严重冲击。

由于要发言的人数超过预计，听
证会从3天被延长到了6天。

“关税子弹”射向自己
“如果你有宝宝，很不幸，婴儿床

和安全座椅将被加税。孩子们书包里
的几乎所有文具都要被加税，图钉、胶
水、贴纸……无一例外。”

正 在 发 言 的 是 亚 裔 美 国 人 郭
洪——美国零售业领导协会副主席。
这个协会的会员包括百思买、塔吉特、
沃尔玛等多家美国零售业巨头。她
说，新的加税措施一旦实施，从中国大
量进口的日常消费品就要涨价，美国
很多普通家庭的支出就会增加，一些
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更会陷入窘境。

发出类似呼吁的还有鲍勃·马纪
维修斯。他代表的是美国自行车产品
供应商协会。“不要让孩子们骑车的快
乐成为贸易争端的牺牲品！”这位满头
白发的行业人士强调，对来自中国的

自行车产品加征关税，将对美国市场
造成灾难性打击。“那背后可是数以万
计的工作岗位，数千家自行车商店的
生意。”

根据行业数据，美国每年销售的
1800万辆自行车整车中有九成来自中
国。同时美国每年还从中国进口价值3
亿多美元的零配件。由于不可能找到
像中国这样的替代来源，美国政府的

“关税子弹”将实实在在地打向自己人。
食品、家具家电、电脑、自行车、服

饰、箱包……拟加征关税的清单上衣
食住行，一应俱全，因此要“吐槽”政府
的美国人很多。有媒体在报道时甚至
用了这样的字句——“美企警告：下一
轮对华加征关税将让美国人损失惨
重，从摇篮到坟墓，无一幸免”。

相比之前的听证会，这次与会者
来得更多。随着美国政府对华加征关
税的行动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企业
和民众头顶被阴云笼罩，就连阿拉斯
加的美国渔民也未能幸免。

参议员丹·沙利文正是为渔民而
来。每次提到“我们”“美国”“阿拉斯
加”这些词，他都会明显放慢语速以示
强调。他发言说，清单上超过9亿美元
的海产品大部分是由阿拉斯加渔民捕
捞的，在中国经过深加工后再由美国
公司进口并销往本土和全球其他市
场。一旦政府对这些鱼虾“下手”，伤
的正是美国渔民。

美企倚重“中国制造”
蜜橘罐头生产商代表保罗·科尔斯

发言时，举起了自己特意带来的罐头。
他要求政府在加税清单上去掉这一产
品。“这些来自中国的蜜橘罐头让美国
家庭的美食选择更丰富了，而我们并没
有生产该食品的原材料——温州蜜
橘。另外，加工罐头还需要大量设备和
人力，美国本土没有厂家愿意干。”

一名政府官员询问能否用桃子、
梨等替代中国产蜜橘时，科尔斯直接
回答：“蜜橘罐头是美国孩子的最爱！”

听证会上美国各政府部门的官员

问，为什么不调整产业链，寻找替代中
国的方案？企业家和行业代表们则摆
事实、讲道理，说明那些替代方案都不
实际，还会伤害美国自身利益。

生产行车记录仪的雪松电子公司
副总裁马克·卡恩斯说，公司难以将供
应链转移出中国，因为很难找到工人水
平和技术能力相当的新选择，更不要说
回到美国。“如果加征关税，受益的只是
我们在韩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

和卡恩斯想法类似的，还有来自
机电、机械、半导体、箱包等各个行业
的代表。从他们口中听到的都是：中
国产能充足、中国制造业经验丰富、中
国配套成熟、中国厂商和我们是老朋
友……发言者还警告说，如果加征关
税，美国产品就要涨价，企业经营就会
面临困难，工作机会也会随之减少。

美国化学委员会国际贸易主管爱
德华·布日特瓦说：“对企业来说，改变
供应链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们用
最强烈的态度重申，政府做事要负责
任！”代表美国信息技术企业的内奥
米·威尔逊还抱怨说，如果企业都在为
重建供应链忙得焦头烂额，谁还有精
力去搞创新。

行业人士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世界上很多产品的制造已经
深度依赖全球协作。政治干扰很可能
对企业造成致命打击，严重冲击经济。

长期研究中美经贸关系的学者黄
育川认为，由于制造工厂和劳动力资
源充足、生产成本较低，再加上市场竞
争激烈、协作高效，中国已经成为亚洲
乃至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美国
很多行业企业高度依赖“中国制造”也
是基于这些原因。这是市场和商业的
自主选择。

中美经贸“正本清源”
“我们政府是在玩政治游戏。”听

证会期间美国旅行包生产商罗斯·毕
晓普这样对记者说。他曾和东南亚国
家工厂接触，也曾尝试在美国生产，但
后来发现还是和中国厂商合作“性价

比最高”。
过去一周的听证会上，数百名“陈

情”的公司和行业代表要求政府慎重
决策，充分考虑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利
益。大家都知道，听证会是美国政府
加征关税前的例行流程，其目的是听
询民意、为各方提供发表意见的渠
道。但在此前围绕500亿美元中国商
品加征关税举行的两轮听证会上，压
倒性的反对之声最终未能改变美国政
府的征税决定。有媒体因此嘲讽说

“你无法叫醒装睡的人”。
不过，此次听证会上代表们的发

言还是让人们对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
赢的实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一些模
糊的问题也得到了澄清。

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即便
是美国科技企业也不赞同政府借此为
名挥舞“关税大棒”。著名电脑周边设
备制造商罗技公司代表马克·坎齐在
听证会上说，罗技在中国有自己的工
厂，知识产权从未遭到过侵犯，也没有
碰到强制要求转让技术的情况。“与其
他国家相比，罗技在华全资公司的知
识产权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听证会上，“中国制造”广受美国
业界好评，“产品质量好”“制造工艺成
熟”是代表们发言中的常用词。一名
美国官员在翻看一家美国家具商提供
的材料时，不由夸奖了一番这家公司
在中国制造的成品家具，逗得现场不
少人都笑了。

美国消费者和业界对“中国制造”
产品和供应链地位的认可，从侧面反
映出中美经济的互补性与依存度。美
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

“中国制造”帮助美国消费者节省了可
观的生活开支，帮助美国企业实现了
更优配置和更多利润，还为美国经济
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这些，才是中美互利共赢经贸关
系的真实写照。

（参与记者 周舟 潘丽君 徐
晓蕾） （新华社华盛顿8月28日电）

“我们要中国制造，不要加税”
——美对华加征关税听证会侧记

□新华社记者 王卓伦

希望的时刻，收获的季节。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如期而
至。继2006年北京峰会和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后，2018
年9月3日至4日，中非友好大家庭又将迎来团圆。任凭国际
风云变幻，中非厚植传统友谊初心不改，书写友好合作新篇章
更为精彩。

“患难之交才是真朋友”
“河有源泉水才深。”习近平主席曾引用这句非洲谚语，解

释中非为何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上世纪70年代，作为数以万计远渡重洋的中国工人之一，

周平的父亲与家人一别5年，同非洲兄弟并肩拼搏，建成了西
方认为“不可能”的坦赞铁路。

2017年，作为负责人之一，已年过半百的周平在埃塞俄比
亚见证了亚吉铁路的通车。子承父业的他，又动员大儿子来到
非洲，在“新时期的坦赞铁路”上挥洒青春。

一道道铁轨，延伸着一代代中非人民的友谊。一段段历
史，承载着中非携手共进的佳话。

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非盟委员会主
席、联合国秘书长、27个国际和非洲地区组织将齐聚北京，外
国领导人出席人数创今年中国主场外交之最。

这背后，是中非双方对兄弟情谊的珍视。
“患难之交才是真朋友。”习近平主席道出中非关系牢不可

破的真谛。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赞成票中，有三分之一来自非洲

国家；中国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许多非洲国家在自身不富裕
的情况下慷慨解囊；2014年，中国在援非抗击埃博拉行动中率
先行动，引领国际社会援非抗疫……

珍重历史，更要继往开来。
2000年，在非洲国家提议下，“中非合作论坛”应运而生，

开辟了中非集体对话、共谋发展的新路径。
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功举行，成为中

非关系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2018年北京峰会，映照出中非关系正向更高水平迈进。

非洲这片“希望的大陆”“发展的热土”，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
快的地区之一，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中非过去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如今又面临着发展振兴的相同任务。峰会期
间，中非领导人将共商在新时代的合作大计，巩固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友谊。”中非
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周欲晓说。

“永远做非洲的真诚朋友和可靠伙伴”
五彩的盛装、喜庆的非洲鼓、欢快的民族舞……7月，“西非明珠”塞内加尔、“千

丘之国”卢旺达、“彩虹之国”南非、“印度洋明珠”毛里求斯热情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
访。

2018年，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后的第一次出访就踏上了非洲大陆。2013年，
他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的目的地同样选择非洲。

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础。连续28年，
中国外交部长都将非洲作为开年首访的目的地。每年，总有多名非洲政要访华，明
确中国为其外交优先发展方向，真诚表达合作意愿。

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说，中国一直平等对待非洲中小国家。中国历史上支持非
洲的正义事业，今天继续帮助非洲的发展。

“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将始终同非洲等广大
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永远做非洲的真诚朋友和可靠伙伴。”习近平主席庄严承诺。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罗建波表示，中国在发展对非关系时，从来不以
捐助者自居，而是始终强调互利共赢的合作，这让中国赢得了信任和尊重。

真正的朋友，是在逆境中共寻机遇，在发展中携手进步。当前全球经济不稳定
因素增多、保护主义抬头，2017年中国与非洲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却高达1700亿美
元，同比增长14.1％。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对非洲意味着高质量发展的机遇，这比单纯的便宜买
进、高价卖出赚差价更有意义。”在广州做了16年生意的塞内加尔人穆斯塔说，他期
待着中非贸易由此提质升级，迎来新一轮“淘金时代”。

“人生乐在相知心”
在中国找到幸福伴侣的坦桑尼亚人，在毕业典礼上用文言文演讲的索马里人，

在广场上与阿姨们欢笑共舞的莫桑比克人……系列纪录片《我从非洲来》讲述了众
多非洲人的中国故事，涌动着浓浓的“亲”意。

“人生乐在相知心。”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强调过人文交往的重要性，认为中
非关系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中非关系发展应该更多面向人民。

5年多来，中非已举办百余场人文交流活动，实施200多个人文合作项目。目
前，中国在非洲41个国家设有54所孔子学院、27所孔子课堂；双方已建立130多对
友好城市，每年赴非旅游的中国游客超过百万人次。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进一步推出
以人民为中心的多项合作举措，鼓励中非人民更多参与其中，深化中非人民相知相
亲，为中非关系发展提供更充沛甘甜的“源头活水”。

心相依，情相连。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到人文交流，“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线贯穿其中，使中非友谊历久弥坚、中非关系行稳致远
的图景愈发生动。

“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论坛会徽上的“合抱之手”融通着暖流、蕴蓄着能
量。以“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北京峰会召开在
即。我们相信，中非人民的友谊之手将会握得更紧，共同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之路
将会走得更实更远。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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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7日
在北京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
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
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在长期关注
“一带一路”建设的海外专家学者中激
起热烈回响。他们认为，这一重要讲
话表明，中国坚持走各国共同繁荣发
展的道路，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一带一路’是最具国际视野和
全球意义的倡议之一，短短5年里就取
得巨大成就，证明了这一倡议符合中
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利益，许多国家将

‘一带一路’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
新动能。”西班牙智库加利西亚国际关
系研究院院长、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
中心主任胡里奥·里奥斯说。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中国问题专家
皮埃尔·皮卡尔看到，5年来，“一带一
路”为世界带来新的增长机遇，从东南
亚到中亚再到北非，很多国家的发展

都受益于这一倡议。
在坦桑尼亚姆宗贝大学经济学教

授恩戈维看来，“一带一路”为非洲提
供了发展新机遇，同时也为坦桑尼亚
这样正谋求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供了
学习发展经验的机会。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
系研究所中国经济政治部主任谢尔
盖·卢科宁表示，在不少中亚国家，如
果没有“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就没有
足够资源进行他们迫切需要的基础设
施建设。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共建“一带
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
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
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中国问题专家
贝特霍尔德·库恩就此评论说，“一带一
路”是开放的倡议，具有全球性视野。
在单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中国坚持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倡导
开放，这对整个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体
系而言，非常难得且非常重要。

“‘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同时坚持政府与市场相结
合，建立更具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

和公正性的全球治理体系，是新型的
全球化。”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孟买）前主席库尔卡尼说。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罗尼·
林斯认为，“一带一路”有助于提高各
国对国际合作的参与度，优化全球政
治经济秩序。

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
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
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
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
部”。

“‘一带一路’已在实践中证明，它
对所有国家地区开放，绝非‘排外俱乐
部’或政治束缚。”塞尔维亚资深外交
官日瓦丁·约万诺维奇说，与排外和保
护主义相反，“一带一路”不仅要实现
地理上的互联互通，还要实现人文上
的相知相通，这保证它在未来能得到
成功实施。

阿根廷亚洲问题专家塞西莉亚·佩
拉尔塔指出，“一带一路”具有很强的包
容性，无论是中国周边国家还是拉美，
只要有共同发展的意愿都能参与其中，
而且不局限于经贸领域，这为希望参与
其中的国家提供了更多选择。

突尼斯资深媒体人贾斯米·若迈
认为，“一带一路”使各方资源及优势
互补互通，各方都能从中受益，而且不
是政治联盟，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路。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戴维·戈塞（中
文名高大伟）说，有人将“一带一路”视
为威胁，“但对大多数欧洲人而言，这
是让我们共同参与建设繁荣与和平的
新丝绸之路的历史机遇”。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院
长哈桑·拉杰卜说，与处处要“自己优
先”的国家不同，中国正通过“一带一
路”完善国际秩序。“我希望倡导共赢
的‘一带一路’成功。”

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秘书
长吴钦貌林说，习近平的重要讲话让
更多人深入了解“一带一路”。“‘一带
一路’以新思路新方案完善全球治理
体系，同时突显出在全球化经济发展
道路上，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参与的重
要性。”

（参与记者 郭求达 韩冰 应
强 刘锴 李斯博 王晨笛 任珂
赵旭 张启畅 王慧娟 倪瑞捷 李
碧念 庄北宁）

倡导共同繁荣发展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海外专家学者积极评价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京沈高铁
望京隧道

双向正式贯通

8 月 28 日，中铁十四局工
作人员在望京隧道内拆解盾
构机。当日，随着京沈高铁
重点控制性工程——望京隧
道四台盾构机同时到达位于
北京地铁 15 号线马泉营站附
近的 2 号竖井，京沈高铁望京
隧道双向正式贯通。望京隧
道全长 8 公里，是京沈高铁全
线唯一一处采用双洞单线盾
构技术施工的隧道，同时也
是国内首条高铁线路穿越城
市区采用大直径盾构工艺的
隧道。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李克强会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审议今年以来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栗战书出席会议

●王岐山会见希腊外长科恰斯
●汪洋主持召开调研协商座谈会就推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
行协商交流

●王毅会见科特迪瓦外长塔诺
●王勇在2018年“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上强调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共同促进“一带一路”区域创新发展

●我国每年营造林超1亿亩 林草生态功能稳步提升
●7月全国7300多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
●应急管理部：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我国甲乙类传染病平均年报告发病率较上一个五年下降11％
●科特迪瓦共和国 塞拉利昂共和国 博茨瓦纳共和国
布基纳法索总统将访华

●蒙古国政府为“一带一路”提供便利通道
●尼泊尔年度旅游创汇突破6亿美元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于佳
欣 胡若瀚）记者从 28日召开的国新
办吹风会上了解到，中非“十大合作计
划”提出两年多来，经贸举措全面落实
完毕，正在推动中非经贸关系进一步向
纵深发展，中国已连续九年成为非洲第
一大贸易伙伴国。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国新办当

日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经贸
工作有关情况吹风会上说，中非“十大
合作计划”于2015年12月在中非合作
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经贸举措
在其中占有相当权重。截至目前，“十
大合作计划”经贸举措已全面落实完
毕，有的甚至超额完成，取得了非常好
的效果。

中国连续九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