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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

我国出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
“美国重建中国论”
可以休矣
钟声
中国快速发展的成就，已成为我们
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历史景观，国际舆
论也公认这是“中国奇迹”。也正因为如
此，有人要下山摘桃子了，美国一些人就
大言不惭地声称“在过去 25 年里我们重
建了中国”，这种论调不仅毫无常识，而
且格外离谱。这些论调出自一些美国高
官嘴中，让人们对他们的常识水平产生
了严重怀疑。无知是一回事，有知装无
知就可怕了。
根据一些美国人的这种论调，中国
通 过 操 纵 汇 率“ 导 致 了 中 美 贸 易 不 平
衡”，美中贸易逆差等同于“美国送给中
国的财富”，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
由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所推动的”。这种
论调把中国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取得的
成就一股脑算到美国头上，不仅严重背
离事实，逻辑上更是荒唐至极，让世人大
小牙齿都笑掉了！
“美国重建中国论”暴露了一些美国
人的傲慢无知和扭曲心态，是美国一些
人根深蒂固的“救世主心态”的反映。自
“美国重建中国论”出笼以来，在美国国
内就没多少拥趸，在国际上得来的也只
是嘲讽。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由中美两国比
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美国经
济学家对此早有公论。中国对外贸易一
向遵循市场规律，做的是公平买卖。把
中美贸易顺差说成是“重建中国”的论
据，逻辑上更是说不通。耶鲁大学高级
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
芬·罗奇指出，美国对全球 102 个国家的
商品存在贸易逆差。按照这种逻辑，美
国“重建”的国家岂不是占了全世界的大
多数？这样自我感觉良好的“救世主心
态”
，恐怕只有昏了头的人才说得出来。
中美双边贸易也绝非美国向中国输
送财富的“单行道”。再说美国有逆差并
不是给中国白送钱，而是得到了真金白
银、物美价廉的商品。美国的商人会白
送钱给中国吗？恐怕永远都不要抱这种
期待。德意志银行等第三方发布的研究
报告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实际上在中美
双边贸易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
利益。中美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
的。吃亏做买卖的事没人愿意干，长于
谋取利益、顽固坚持“美国优先”的美国
人更不愿意干。
没有人否认美国投资对中国经济发

展的积极作用，但要因此说它是中国成
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根本原因，则
是让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自 1987
年我国有外资统计以来，中国累计实际
利用外资 2 万多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投
资 800 多亿美元，仅占到 4.06%。800 亿美
元就想“重建中国”，只能是一种天方夜
谭！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无法想象美国人
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照此逻辑，美
国在华投资和服务贸易所得一年就几千
亿美元，
是不是中国重建了美国？！
事实上，
“重建中国论”出笼后，美国
著 名 的“ 政 治 真 相 ”网 站 做 了“ 事 实 核
查”，结论是该说法是对美中经贸关系
“过于简单化”的描述。美国卡托研究所
专家斯科特·林西科姆认为，这种说法仅
仅反映了一个非常微小的细节，同包括
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进行贸易，是中国
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
“改革才是
其中的决定因素”
。
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都要靠自
己。中国人明白，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
几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不可能指望别
人的施舍和恩赐来发展。世界上恐怕也
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能力和实力来“重

建中国”，这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懂
得的道理。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中
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推进改
革开放，靠艰苦奋斗、顽强奋斗干出来
的。
“掠人之美以自耀”
，是不道德的。
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敞
开大门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合作。在发
展自己的同时，中国不断加大开放的市
场，不断增加的对外投资，也为包括美国
在内的世界各国创造了更多机遇。耶鲁
大学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对
美国政府债务和公司投资的融资，美国
将无法维持房地产、国防及商业领域多
年来的增长，
“在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化
世界，
很难说谁在重建谁。”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想当这个
世界救世主的人，多是图一时口舌之快，
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不过，世界上总
有一些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想以救世
主自居，结果都会落得一场自编自导的
荒诞剧，让世人掩口而笑。与其开口暴
露无知，不如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的无
端指责，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多做有利于
中美经贸关系正常稳定发展的事。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商务部：美方霸凌主义、极限施压的做法违背多边贸易规则

美单方面升级贸易摩擦让磋商严重受挫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 于佳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6 日表示，
中方不
掌握美方来华磋商计划，
美方单方面不断升
级贸易摩擦，
使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5 月 13 日，
美方宣布启动对约 3000 亿
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对此，
高峰说，
美方霸凌主义、
极限施压的做法违背
多边贸易规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如果美
方一意孤行，
中方将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应。
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日前表示计划近
期赴中国进行经贸磋商，
高峰说，
中方不掌
握美方来华磋商的计划。
“在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中，
双方进行了坦诚的、
建设性的交流。但令人
十分遗憾的是，
美方单方面不断升级贸易摩
擦，
使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
”
高峰说。
他还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有关部门
在公告中宣布，对 5 月 10 日零点前离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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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6 月 1 日前进入美国的货物仍使用 10%
加征关税税率。
“这并不能改变美方对中国输美产品
新的加征关税措施已经于 5 月 10 日实施的
事实。”高峰说，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关税措
施。美方提高关税只会给磋商带来更大困
难。我们敦促美方及早取消错误做法，避
免对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造成更大的损
失，
对世界经济造成衰退性影响。
“中方始终认为，
不断加征关税的做法
无益于经贸问题解决。”高峰表示，中方不
愿打贸易战，
但也不怕打贸易战，
对于美方
加征关税的错误做法，中方不得不采取必
要反制措施。
对于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可能带来的影
响，
高峰表示，
“就中国经济而言，
影响完全
可控。”他说，中央出台的“六稳”措施取得
显著成效，目前国内消费品价格稳定。中
国宏观政策还有充分空间，
政策工具很多，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任何困难和挑战。

美方称期待来华继续磋商

外交部：
有诚意才有意义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 侯
晓晨）针对美方称期待近期来华继续
进行经贸磋商，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6
日表示，中方一直认为通过对话解决
问题才是正道。但在谈判磋商中，必
须讲原则、
守信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美
国财长姆努钦 15 日表示，美中双方在
第十一轮高级别经贸磋商中进行了建
设性会谈，他和莱特希泽贸易代表期
待在不远的未来前往北京继续磋商。
请问中方是否已向美方发出了邀请？
陆慷说，在国际事务中，中方从
来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对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方
也一直认为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才是
正道。此前中美经贸磋商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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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必须强调的是，
谈判磋商要
有意义，
就必须有诚意。
”
陆慷说，
“从美
方此前谈判中的表现看，
我们必须强调
两点：
一是必须讲原则，
就是必须相互
尊重、平等互利。二是必须守信用，
就
是必须言行一致，
不得翻手为云、覆手
为雨。
”

美挥舞
“关税大棒”不得人心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福克斯日前在谈
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时表示，
开放、
竞
争的市场是实现繁荣的最有效手段，通
过加征关税等挑起贸易争端则阻碍繁
荣。当前，
保护主义正使
“基于规则的国
际贸易体系数十年来首次遭受冲击”
。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加征关税
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已被多数国家所
摒弃。然而，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
国却逆大势、反潮流，执意扯起保护主
义大旗，频频向欧洲、亚洲国家挥舞“关
税大棒”，遭到包括欧洲盟国在内的国
际社会广泛批评和反击。
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加征关
税视为“贸易利器”，动辄用加征关税施

压，企图让贸易伙伴妥协。去年美国以
国家安全、全球防卫措施等为借口，先
后对太阳能面板、洗衣机、钢铁等产品
加征关税，引发各方强烈不满。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表示，美国对钢铝产品加
征关税不合理，
非常令人失望。
最近，特朗普政府又威胁将对价值
约 110 亿美元的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
税，再遭欧盟及其他国家批评。英国
《金融时报》指出，美国一直以欧洲钢铝
产品为加征关税的目标，并多次威胁要
打击欧洲汽车行业，美欧此次又因航空
业补贴针锋相对，这些举动将引发一场
超越世贸组织框架的贸易战。
美方曾扬言关税措施对本国有两

最宽长江大桥合龙
据新华社武汉 5 月 16 日电（记者 李劲
峰）随着现场工人完成最后一段钢箱梁的焊
接，最宽长江大桥——武汉青山长江大桥 16
日实现合龙。这标志着世界最大跨度的全漂
浮体系斜拉桥建设，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作为武汉四环线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武汉
青山长江公路大桥全长 7548 米，主跨 938 米，
桥宽 48 米，比武汉沌口长江大桥还宽 2 米，成
为目前跨越长江桥面最宽的桥梁。大桥为双
向 10 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时速为 100 公里。
武汉青山长江大桥也是目前世界上跨度
最大的全漂浮体系斜拉桥。
“这种桥型可以改善大风、地震等特殊外
力作用下对结构产生的不利影响。”徐恭义
说，比如遭遇地震时，大桥桥面梁体没有下横
梁阻挡，便能顺着拉索方向来回“荡秋千”，达
到抗震消能的作用，保证大桥主体结构受力
安全。
武汉市交投集团总经理陈顺平介绍，武汉
青山长江大桥是武汉四环线跨越长江的重要
通道。大桥建成后，对于优化武汉“环线+射
线”路网结构、打造中部地区现代物流基地等
都具有重要意义。

大所谓“好处”：财政“发横财”，产业“受
保护”。但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
道，最终为其关税措施埋单的很可能是
美国人自己。研究显示，2002 年美国政
府对进口钢材加征关税导致当年 20 万
美国人失业。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此番
美国决定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美
国农民和消费者最受伤害。
立关设卡，高筑壁垒，只能损人害
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研究指出，
关税下调提升了国际分工的范围和专
业化程度，推动了更多国家参与全球价
值链，全面提高了生产力；关税增加则
导致生产力、国民收入和社会福利均出
现下降。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表示，贸

易紧张局势已经对全球增长前景造成
负面影响，尤其英国这样的高度开放经
济体更易受影响。
关税减让彰显国家自信。近年来，
中国政府陆续对汽车、药品、棉花等多
种产品降低或取消关税。英国政府在
应对“无协议脱欧”可能性的关键时刻，
诉诸的应急措施也是取消大部分进口
产品关税，以更加开放的市场来应对经
济可能受到的冲击。在这样的形势下，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却反其
道而行之，不仅不得人心，而且正在沦
为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
新华社记者 顾震球 杨晓静
（新华社伦敦 5 月 16 日电）

扎紧约束权力的
“制度笼子”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
者 王茜）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
例》出台实施，可以起到以制度促规
范、以参与促公开、以流程促优化、以
监督堵漏洞、以责任强担当的作用，
让行政决策权在阳光下运行，能让约
束 权 力 的“ 制 度 笼 子 ”扎 得 更 加 牢
固。司法部有关负责人 16 日在国新
办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这样表示。
据介绍，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
出台了相关制度文件，让科学民主依
法决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
升。但仍有一些地方存在违法决策、
专断决策、应及时决策而久拖不决等
问题；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
无法落地或者匆匆下马。这些问题
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有损营商环
境，
影响改革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
为此，司法部深入调研，反复研
究论证，多方征求意见，形成条例。

条例分 6 章、共 44 条，对重大行政决
策事项范围、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和
调整程序、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等
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条例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
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
作为重点，逐一明确、细化这五大法
定程序的具体要求。
条例规定，在建立健全决策执行
中的问题反馈机制和决策后评估制
度基础上，规定依法作出的重大行政
决策，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或
者停止执行，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应当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条例还规定，决策机关应当建立
重大行政决策过程记录和材料归档制
度，对决策机关违反规定造成决策严
重失误，或者依法应当及时作出决策
而久拖不决，
造成重大损失、
恶劣影响
的，
倒查责任并实行终身责任追究。

交通新业态用户资金管理办法 6 月 1 日起施行

共享单车退押金不得超2个工作日
本报讯（记者 董禹含）昨天，
交通
运输部等 6 部门正式印发了《交通运
输新业态用户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
对用户资金收取、
押金专用存款账户、
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强化监管等方面作
出具体规定。
《管理办法》明确了押金
最长退还期限，
明确了汽车分时租赁、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押金最长退款周期
分别不超过15个工作日、
2个工作日；
用户
“来去自由”
，
对于退还资金，
运营
企业不得拒绝、
拖延或设置不公平、
不
合理的格式条款、
技术门槛。
《管理办法》要求，运营企业原则
上不收取用户押金，确有必要收取
的，应当为用户提供运营企业专用存
款账户和用户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两

种存管方式，供用户选择。
《管理办
法》将于 6 月 1 日起施行，对存量用
户资金纳入管理设立了 6 个月的过
渡期。
《管理办法》发布前运营企业收
取的用户资金，应当在 11 月 30 日前
按照本办法存管。
《管理办法》鼓励先服务后收费，
运营企业原则上不得收取押金，鼓励
和引导运营企业优化经营模式，先用
再付，在服务结束后向用户收取费
用。同时控制资金可用额度，对于现
存的以收取预付资金方式提供服务
的经营模式，预付资金必须存放于运
营企业的专用存款账户，运营企业只
能最高将 60%的用户预付资金用于
与服务用户有关的主营业务。

吉林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尔智受贿案一审开庭
据 新 华 社 哈 尔 滨 5 月 16 日 电
2019 年 5 月 16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了吉林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尔智受贿
一案。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指控：2001 年 11 月至 2018 年 2
月，被告人王尔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
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建设、土地出
让、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返还等事项
上提供帮助，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
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
民币 5072 万余元。
王尔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
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华为回应：限制华为不会让美国更安全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5 日电（记
者 周舟）美国政府 15 日发布针对华
为等公司的限制交易令。华为对此回
应说，
限制华为不会让美国更安全，
也
不会使美国更强大，
只会使美国在5G
网络建设中落后于其他国家。
当天早些时候，
美国总统特朗普
签署名为
“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
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宣布进
入所谓的
“国家紧急状态”，
禁止在信
息和通信领域进行所谓
“可能对国家
安全构成风险的交易”
。
美商务部下属工业和安全局同日
发表声明说，
将把华为及其附属公司
列入
“实体清单”
，清单上的企业或个

人购买或通过转让获得美国技术需获
得有关许可。但如果美国认为技术的
销售或转让行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或
外交政策利益，
则会拒绝颁发许可。
华为 15 日在发给新华社记者的
一份声明中说，华为是 5G 电信设备
领域无可比拟的领导者，
我们也愿意
和美国政府沟通保障产品安全的措
施。如果美国限制华为，
不会让美国
更安全，也不会使美国更强大，只会
迫使美国使用劣质而昂贵的替代设
备，在 5G 网络建设中落后于其他国
家，
最终伤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
益。不合理的限制也会侵犯华为的
权利，
引发其他严重的法律问题。

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去世

新华社悉尼 5 月 16 日电（记者
郝亚琳）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
16 日于悉尼家中去世，
享年 89 岁。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霍克的
夫人宣布了这一消息，表示家人将
为霍克举行私人葬礼，并于下周在
悉尼举行追思会。
霍克 1929 年 12 月生于南澳大
利亚州。1983 年，霍克领导工党在
联邦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并担任澳
大利亚总理至 1991 年，是澳大利亚
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工党总理。
1989 年 11 月，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APEC）首届部长级会议在澳大利
亚首都堪培拉举行，
标志着这一组织

正式成立。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
APEC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霍克于 1978 年首次到访中国，
此后陆续访华上百次。

伊朗外长说伊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 16
日指责美国升级美伊之间紧张局势，
说伊方依旧保持
“最大限度克制”
。
扎里夫当天到访日本首都东京，
会晤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开场
时，他告诉媒体记者，尽管美国去年
5 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
保持
“最大限度克制”，仍然致力于遵
守这份多边协议。在伊方看来，美方
“升级”紧张局势“令人无法容忍，而
且不讲道理”
。
扎里夫告诉河野，伊朗希望国际
社会支持维护伊核协议，但是，
“伊朗

肯定会自卫，回应任何针对我们国家
安全的威胁”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天会晤扎里
夫时说，
日方
“担心中东局势变得急剧
紧张”。河野同样向扎里夫表达对局
势的忧虑，
承诺日方
“尽力缓和紧张局
势，
设法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
美伊关系近期持续紧张。美国
向中东地区部署一个航空母舰打击
群和一支战略轰炸机特遣队，声称驻
中东美军面临伊朗威胁，撤离驻伊拉
克使领馆非必要工作人员。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