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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记者
韩洁 刘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4 日
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
立场》白皮书，旨在澄清中美经贸关系
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
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

白皮书全文约 3.6 万字，除前言外，
共包括六个部分，分别是中美经贸合作
互利共赢、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美国
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美国政府的
贸易霸凌主义行为、美国政府不当做法
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危害、中国的立场。

白皮书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意义重大，也对全

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白皮书指出，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

段、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是正
常的，关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合作、
管控分歧。长期以来，两国政府本着平
等、理性、相向而行的原则，先后建立了
中美商贸联委会、战略经济对话、战略
与经济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等沟通协调
机制，双方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保障
了中美经贸关系在近 40 年时间里克服
各种障碍，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美关
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白皮书说，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
上任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抛弃
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等国际交往基本准

则，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
主义，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作
出一系列不实指责，利用不断加征关税
等手段进行经济恫吓，试图采取极限施
压方法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

白皮书说，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从
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世界贸易秩序大
局出发，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
基本原则，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美
国关切，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
歧，克服各种困难，同美国开展多轮对
话磋商，提出务实解决方案，为稳定双
边经贸关系作出了艰苦努力。然而，美
国出尔反尔、不断发难，导致中美经贸
摩擦在短时间内持续升级，使两国政府

和人民多年努力培养起来的中美经贸
关系受到极大损害，也使多边贸易体制
和自由贸易原则遭遇严重威胁。为澄
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
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
决，中国政府特发布此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中美经贸关系事关两
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和平、繁荣、稳
定。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
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中
国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

中国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
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

□人民日报评论员

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但近段时
间以来，美国政府挑起并持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使两国政府
和人民多年努力培养起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受到极大损害，也使
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遭遇严重威胁。

9 月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
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以大量事实和详实数据，对中美经贸
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白皮书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
质是互利共赢，指出美国的所作所为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霸
凌主义行为。白皮书阐明中国的政策立场，充分展示了中方推
动问题合理解决、保持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坚定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和意志。

2017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 5837亿美元，是 1979年建交
时的233倍。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中美经贸合作是双赢关系，绝
非零和博弈，既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也使美国企业和国
民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美经贸交往规模庞大、内涵丰
富、覆盖面广、涉及主体多元，产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难免，两国应
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务实化解矛盾。然而，现任美国
政府通过发布《对华 301 调查报告》等方式，对中国作出“经济侵
略”“不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污名
化指责，严重歪曲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无视中国改革开放的
巨大成绩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心血汗水，这既是对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的不尊重，也是对美国人民真实利益的不尊重，只会导
致分歧加大、摩擦升级，最终损害双方根本利益。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面对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增多的
国际形势，中国始终与世界同行，顺大势、担正义、行正道，坚定维
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坚定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坚定
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
坚定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促进
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坚定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
得不打。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任何外
部因素都不可能阻止中国发展壮大。中国谈判的大门一直敞开，
但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
不能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下进行，不能以牺牲中国发展权为代价。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看待中美关系，要看大局，不能只盯
着两国之间的分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
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
也关乎世界和平、繁荣、稳定。处理中美经贸摩擦，推动问题合理
解决，要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
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合作是处理中美经贸摩擦唯一正确选择

□本报记者 红艳 巴依斯古楞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对于一个家
庭 来 说 ，往 往 一 人 患 大 病 ，全 家 都 倒
下。过去，对于贫困或贫困边缘户而
言，更是如此。

据统计，在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中，
因病致贫高居榜首。在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中，解决因病致贫是关乎千家万
户的大事，更是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的必要前提条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病有所医、
弱有所扶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保
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

获得感。
正蓝旗便针对“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的扶贫难题，创新健康扶贫机制，精
准识别，精准发力，为贫困家庭稳定脱
贫提供保障，切实让健康扶贫成为贫困
户的“护身符”。

患了一场大病，更懂得感恩了
来到正蓝旗桑根达来镇巴音锡力

嘎查贫困户徐艳枝家时，她正拿着手机
上网。

眼前的徐艳枝穿着得体、落落大
方。要不是同行的桑根达来镇中心卫
生院的马晓沁告诉记者，徐艳枝刚从一
场大病中恢复过来，还真难把她和一名
病人联系起来。

在去年 5 月 4 日，徐艳枝突然后背

疼痛难忍，虽然当地医院也给出了积
极的治疗，但病痛却未缓解。心急如
焚的丈夫韩树忠和亲朋好友借了一些
钱，立马把徐艳枝送到了中国医科学
院阜外医院，确诊为主动脉壁内血肿
并穿通性溃疡，需要立即动手术放支
架治疗。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想砸锅卖
铁也得把媳妇的病治好。最后四处借
钱，筹够了手术费，算是把媳妇的命保
住了。”老实巴交的韩树忠如是说。

病是治好了。但日渐康复的徐艳
枝却高兴不起来。住院治疗总共花去
12.58 万元，这对于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一家人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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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成为贫困户的“护身符”

□本报记者 钱其鲁

近日，记者来到呼伦贝尔扎兰屯市
卧牛河镇，只见田地里大豆苗长势非常
好，高的达到了一米多，结满了豆荚。

在长发村 6 组，72 岁的沙士敏正在
自家的大豆地旁割猪草。他家一共 80
多亩地，50 多亩种的大豆，比去年多种
了 10 亩。沙士敏说，他家大豆地好，种
得也好，平常一亩产量都在 400 斤左
右，今年雨水特别好，产量还要高。

沙士敏给记者算了算账，现在大豆
收购价格在一块七左右。今年亩产按
500 斤算，刨去成本，每亩种植收益在
500 元左右，加上国家的补贴，每亩预
计能纯挣 700 元左右。这两天，他还把
去年存下的一万多斤大豆以一块七毛
一的价格卖了出去，挣了 2 万多元。“国
家的政策好，我们的收入才高啊。现在
真的不用再为种什么、怎么种发愁了。”
沙士敏笑着说。

扎兰屯市农牧业局农业生产办主
任封慧戎告诉记者，扎兰屯由于气候和
轮作倒茬等原因，很适合大豆种植。受

前些年玉米价格高、大豆收益低的影
响，扎兰屯市的大豆种植面积曾经从最
高 120 万亩左右降到了 40 万亩左右。
近年来，在国家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推
动下，扎兰屯市的玉米种植面积逐年减
少，大豆面积逐年增加。

“今年，国家将大豆种植者补贴从
去 年 的 每 亩 150 元 提 高 到 200- 210
元。我们农业部门在春播前也积极宣
传相关补贴政策，提高豆农种植意向。
今年我市大豆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
17 万亩，达到 70 万亩，占全市总播面积
的五分之一。”封慧戎说。

据了解，多年来，受玉米市场持续走
高和比较收益等因素影响，我区一些地方
粮食生产呈现玉米“一粮独大”的现象，而
且导致库存高企。随之而来的是我区乃

至全国的大豆种植面积不断萎缩。
2016 年，为着力解决玉米过剩的

问题，作为农业供给侧改革重要内容的
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第一场硬仗，我国
开始推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玉米
收储制度改革。去年，又对大豆收储制
度进行改革。自治区也相应出台了一
系列举措进行积极引导，一方面加快去
玉米库存，另一方面调减呼伦贝尔等非
优势产区玉米种植面积，增加大豆、杂
粮杂豆等优势品种种植面积，并加大粮
食深加工产业支持力度。

经过两年多的摸索实践，我区粮食
收储制度改革取得初步成效。据不完
全统计，2018 年，我区大播种面积为
1400 万亩左右，杂粮杂豆播种面积为
1500 万 亩 左 右 ，较 收 储 制 度 改 革 前

2015 年的 795 万亩和 904 万亩分别增
长 79.9%和 68.1%。

在距扎兰屯 800多公里的赤峰市敖
汉旗，随着今秋谷子等杂粮的收割，刘僧
米业进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公司
总经理刘国栋说，敖汉旗的土壤气候特
别适合谷子等杂粮种植，收益相比玉米
也差不多。现在公司年销售额有 5000
多万。另外国家也提倡优质杂粮杂豆种
植，公司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

据了解，赤峰市杂粮品质优、品种
多、产量大，年均种植面积 450 多万亩，
年均产量 100 多万吨，占全区杂粮产量
的 30%左右，年杂粮加工能力 140 万
吨，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普遍青睐。

自治区粮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粮
食收储制度改革促进了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充分发挥了我区大豆和杂粮杂
豆生产优势，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特别
是在当今国际粮食贸易形势复杂多变的
背景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
义。今后，自治区将继续加大粮食收储
制度改革和政策引导力度，变生产优势
为产品优势，让粮食产业切实成为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粮食收储制度改革：让农民不再为种地发愁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张舒君

“去年坐高铁去了趟呼和浩特，等
明年到北京的高铁一开通，我还要坐
上高铁去北京看看！”乌兰察布市集宁
区退休干部张志垠口中的高铁是内蒙
古首条高铁——张家口至呼和浩特的

“张呼客专”。
据了解，2019 年，内蒙古首条高铁

将与现在正在建设的京张高铁接轨，届
时，乌兰察布至北京的时间将缩短至
70分钟，意味着真正融入了京津 1小时
经济圈，届时，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
流将呈井喷增长趋势，这对于乌兰察布
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是机遇也是挑战！乌兰察布市未
雨绸缪，敞开胸怀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

城市扩容提质
张志垠向记者讲述着他眼中乌兰

察布这几年发生的变化：“最近 5 年集
宁的变化翻天覆地。有位深圳的老朋
友来集宁，我领他坐观光车游览，他对
集宁的变化非常震惊！”

为迎接高铁时代，乌兰察布市重新
审视市情，把城市发展定位于首都的后
花园，确定了围绕首都、依托首都、保障
首都、服务首都、得益于首都的发展理
念，携手大同、张家口市组成合作区共
同融入“京津冀”。国家《“十三五”时期
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
明确提出支持乌兰察布地区融入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明确在产业承接、科
技成果转化、农产品供应、生态建设、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能源资源保障、优质
劳动力输送、生活必需品供应等 8 个方
面打造协同发展区，实现协同共赢。

方向确定，目标明确，由此，乌兰
察布市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
共服务到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轰轰烈
烈的“准备”。

城市扩容，把集宁区连同察右前
旗新区扩展为 144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

区，5 年来，全市城建完成投资 756 亿
元，基础设施更趋完善，重点打造了中
心城区“三山两河”、丰镇市饮马河、凉
城县茉莉河等 18 个城市水系生态景
观工程；新建、改建、扩建 22 个生态公
园、280 多个城镇广场；新建、改建、扩
建城镇道路 324 公里，建成供水、供
气、供热等各类管线 1265 公里。

城市提质，在 2014 年实施了五城
联创工程，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正在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国家
环保模范城市”。

今非昔比，如今的乌兰察布中心
城区被称为建在玄武岩上的园林城
市，全市城镇建成区绿地面积 6715 万
平 方 米 ，绿 化 覆 盖 面 积 7402 万 平 方
米，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
地 面 积 分 别 达 到 32.45%、35.77% 和
19.8 平方米，栽种绿化植物种类多达
217 种。其中，中心城区建成区绿地面
积 2203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面积 2388
万平方米，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和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分别为 36.72%、39.8%
和 28.6 平方米。

园区承接能力提升
在 中 心 城 区 南 端 的 革 塑 产 业 园

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
建设场景。

天陆塑业有限公司建设生产两不
误，外面是铲车在开槽建第二个车间，
里面已建成的厂房里，工人们正有条不
紊地作业着。总经理陆树艳说：“我们
公司是去年 10 月跟政府签的协议，11
月就动工了。选择在乌兰察布市投资，
一方面是乌兰察布市的服务特别好，就
说门口这条路，前段时间下雨走不了，
跟察右前旗相关领导一说，路很快就修
好了，这样的服务让我们特别舒心；另
一方面和明年年底开通的高铁也有关
系，我们用的原材料是内蒙古生产的，
在内蒙古建厂就不用拉了，基础配套也
很齐全，来内蒙古没有后顾之忧了。”

■下转第 2 版

乌兰察布：把握战略机遇 迎接高铁时代

希望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助。守，
就是守好家门，守好祖国边疆，守好内蒙古少
数民族美好的精神家园；望，就是登高望远，规
划事业、谋求发展要跳出当地、跳出自然条件
限制、跳出内蒙古，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有大局
意识；相助，就是各族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平
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思想，各族人民拧成一股
绳，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
与中方立场》全文见第3版

9月 23日，呼和浩特队外援
多利（白）在比赛中带球突破。
当日，在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第
25 轮的比赛中，呼和浩特队主
场 0：0 战平黑龙江 FC，主教练
王波回归球队后近 6 个主场比
赛 5 胜 1 平保持不败。此役战
罢，呼和浩特队积 30 分排名联
赛第12名，领先保级圈3分。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呼和浩特队
连续 6 个主场

保持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