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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李锋 吴刚 吴乐珺

刘玲玲 冯雪珺 黄培昭 刘军国 丁子 郑

彬 张远南 李晓骁 丁雪真 周翰博 吕强

美方日前宣布将提高对约 5500 亿美

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并声称

“要求美国企业离开中国”。世界主要媒体

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外国专家学者认

为，美方此举严重践踏多边贸易规则，威胁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拖累国际贸易和

世界经济增长。实施单边、霸凌的贸易保

护主义和极限施压行径，美方必将自食其

果。

“中美两国间的经贸摩擦不断升级，让

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付出了代价，无论从

市场动荡还是消费者信心下降来看，都不

利于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8 月 24 日在

记者会上表示，如果美国出于政治原因加

征关税，将危害全世界。法国总统马克龙

也在记者会上呼吁，“应该致力于缓解紧

张局势，避免贸易战，重振全球经济增长

活力”。

《纽约时报》撰文认为，事实证明，一度

被称为“容易取胜”的贸易战比预想的更加

困难，对经济的破坏性也更大，损害了美国

农民和企业的利益，并导致全球经济放缓。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
报道称，与过去几轮加征关税带来的影响

相比，美国最新一轮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可

能会影响到更广泛领域——从周末喝的精

酿啤酒，到演奏的乐器，再到孩子读的书，

等等。如今，美国的中小企业正忙于制定

计划——从推迟开店到冻结招聘，甚至考

虑涨价。

法国《观点报》刊文指出，“从事实来

看，中美两国间的经贸摩擦不断升级，让美

国的企业和消费者付出了代价，无论从市

场动荡还是消费者信心下降来看，都不利

于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美国问题专家约瑟

夫·布拉姆尔近日在德国《商报》发表评论

称，美国正在以牺牲德国、中国等国家的利

益为代价，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达到美国

“重新强大”的目的。

布拉姆尔指出，除了贸易保护主义和

关税政策外，美国政府还在越来越多地采

取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但是，“美国工业

在过去几十年内已经明显失去了竞争力。

出现外贸不平衡和高额的公共债务，是因

为美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

阿拉伯媒体“埃及人”网站撰文指出，

美国对中国几乎所有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

高额关税，蓄意升级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

将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不可估量的伤

害，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容小觑的破坏

性后果，这种做法令人遗憾。

“美国一些政客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表

现出的反复无常，不仅让美国政府在国际

社会逐渐失去了可信度，也让其他国家在

与其打交道时心存疑虑和担忧”

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长

谷川克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挑

起的经贸摩擦是对当前世界经济最大的威

胁。美国必须认识到，挑起经贸摩擦必然

会对本国经济产生严重、恶劣影响。“在中

美经贸摩擦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的情况下，

世界经济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全球范

围内，企业对于扩大生产和投资都会更为

谨慎。希望美国能够认清形势，早日悬崖

勒马，回归正轨。”

泰国玛希隆大学中国与全球化亚洲研

究系常务副主任元德对记者表示，由美国

单方面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对整个世界经

济将产生严重影响，也将给中美间的政治

互信造成不可预估的损害。元德认为，“美

国一些政客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表现出的反

复无常，不仅让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逐渐

失去了可信度，也让其他国家在与其打交

道时心存疑虑和担忧。可以说，中美经贸

摩擦正深刻影响着当今国际政治、经济走

向，美国一些人毫不戒惧作为世界最大经

济体的行为失范，正对国际秩序、世界经济

带来灾难性后果。”

法国中国经济研究专家玛丽—弗朗索

瓦斯·勒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

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摩擦危害世界经济健康

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国际贸易秩序的正常

运行。”

比利时中国经贸委员会主席德威特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的单边主

义行为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新的不确定因

素。美方应该清楚意识到，从长期角度来

看，升级经贸摩擦不会有赢家，美国政府未

来会为这一举动感到后悔”。德威特认为，

美国的“关税武器化”政策是一项非常危险

的举措，不仅将导致全球贸易壁垒增加，贸

易额下降，还将造成“负面示范效应”，导致

恶性竞争，最终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

巴西智库瓦加斯基金会研究员夏华声

告诉记者，当前，中国的高科技产业蓬勃发

展，还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美国企

业离开中国将给自身造成不可估量的损

失。

“过去数十年内，各国都从自由贸易中

受益，美国更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如今，美国过河拆桥、一再阻碍自由贸易的

行为令人感到悲哀”。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所长哈

立德·拉赫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过

去数十年，各国都从自由贸易中受益，美国

更是最大受益者之一。如今，美国过河拆

桥、一再阻碍自由贸易的行为令人感到悲

哀。”

哈萨克斯坦中国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哈

纳特·拜赛克对记者表示，美国提高中国输

美商品关税税率，意在打击中国高端制造

业发展，遏制中国经济增长。“但他们似乎

忘了，在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同时，经贸摩擦

也会令美国企业，特别是农民、农场主陷入

非常艰难的境地。”拜赛克指出，经过数十

年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上不可

或缺的重要一环。美方的举动将大幅提升

本国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产品竞争力，美

国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

肯尼亚经济学家安泽特塞·沃尔表示，

美国正在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这只能带来

闭关自守，唯有开放自由的环境才能为双

边贸易注入活力。中国开放包容的对外政

策符合时代潮流，非洲作为世界上增长最

快的市场之一，正通过日益密切的非中合

作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

古巴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里卡多·托雷

斯告诉记者，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与包括中国在

内的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

依存关系。经贸摩擦提高了美国进口商品

的价格，广泛影响着美国消费者，破坏了美

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中央委员、阿

拉伯关系与中国事务部部长扎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美国不计后果向中国商品课

以重税，是典型的霸凌行径。美国严重破

坏了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秩序。”

人民日报华盛顿8月26日电

新华社重庆8月27日电（记者 韩

振 张翅）2019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的数字经济百人会上，工业和信息化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志军及多位参会

专家表示，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的

强劲动力。

王志军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

新旧动能转换期，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

济复苏的新动能、新引擎，已是全球共识

和大势所趋。依靠信息通信技术创新驱

动，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赋

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切实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据王志军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成效明显，创

新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一是数字产业

化稳步发展，信息通信业发展势头平

稳，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信息服务业同比增

长 68%，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

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5G 牌照已正式发放；二是产业数字化

加快推进。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进入

加速发展期，目前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

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

到 69%和 50%，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成效明显，网络化、协同制造、个性化

定制、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不断

涌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

会理事长邬贺铨等参会专家表示，5G、

人工智能以及工业互联网这三者带来

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素质、数

字资本和数字环境也是发展数字经济

的三个支柱。而 5G 作为新一代技术

的重要支柱，是当代高新技术的制高

点，为企业联网提供了高宽带高可靠

低时延大连接平台，推动了物联网与

人工智能的融合，实现了人与物的协

同，将催生新业态，成为数字经济的新

引擎。

新华社重庆8月27日电（记者 黄兴）工

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在此间举行的 2019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发布了我国工业互联网

体系架构（2.0版本），包括重新定义工业互联网

的基本要素、功能体系、技术路线等。这一体

系架构将成为我国工业互联网应用实施的指

导框架，在未来一段时间为政府、企业、科研机

构、投资者等提供指导和参考，有利于推动我

国工业互联网走向成熟。

据悉，当前世界各国均加快推进工业互联

网技术研究与实践，也积极开展相关参考架构

研究。我国在这一领域也稳步推进。2016年，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发布了我国工业互联网

体系架构 1.0版本。自发布以来，有效指导我

国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标准研制、试验验证、

应用实践等工作，助推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发

展。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工业互联网

产业联盟秘书长余晓晖说，当前5G、人工智能、

边缘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风起云涌，行业对

工业互联网进一步落地实施的需求愈发强烈，

产业发展已迎来融合的拐点，迫切需要对已有

的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进行更新。

“1.0 版本定义的是功能架构，2.0 版本则

是一个组合，涵盖功能架构、业务指南、实施

框架、技术体系等部分。编制和发布工业互

联网体系架构 2.0，旨在进一步丰富工业互联

网的理论内涵，融合工业互联网最新技术、功

能、范式和流程，建立起应用实施的指导框

架，以满足数字化转型的时代需求。”余晓晖

说。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由我国工业、信息通

信、互联网等领域上百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旨在加快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推进工业互联

网产学研用协同发展。

■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 张梦旭

日前，美方宣布将提高对约5500亿美

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美方再

次肆意升级经贸摩擦的做法，让美国工商

界和消费者一片哗然，他们纷纷指出美方

这一举动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不仅会增加

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也会对美国经

济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美国商会国际事务负责人迈伦·布里

连特表示：“美国企业将继续投资中国、与

中国做生意，因为中国市场太重要了。”美

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高级副会长戴维·弗

伦奇说：“在这种环境下，企业不可能为未

来做规划。这实际是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

增税，经贸摩擦不断加剧，哪里才是尽头？”

“加征关税不是解决美中经贸摩擦的

办法，远不如把更多精力放在如何实现合

作共赢上。”美国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全

球贸易和合规主管凯蒂·唐曼对记者说，公

司产品生产线位于全球22个国家，但中国

就占了其总出货量的 20%，加征关税将打

乱公司几十年辛勤布局的产业链，公司无

法在短期内从其他国家找到替代产能，现

在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提价。但提价将

减少需求，到那时公司不得不关闭一些门

店，并裁减员工。这就是美国政府加征关

税的代价。“加征关税对美国企业、工人和

消费者的伤害要远远大于中国。”

美国运动服饰品牌“永远 21”的代理

律师理查德·沃特曼说，在当前形势下，服

装行业根本无法绕开中国，因为很多纺织

品面料只有中国能够生产。中国完善的制

造业、交通基础设施、成熟的劳动力队伍和

质量管控等优势在其他国家难以复制。“通

过关税政策人为打破由市场形成的分工

链，带来的后果只能是需求萎缩和失业增

加。”

美国鞋业分销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马特·普莱斯特表示，鞋业是一个劳动力和

资本密集型行业，利润率较低，从中国进口

的鞋绝大部分被美国工薪阶层所购买。因

为关税上升而增加的成本会立即转嫁到消

费者身上。“这些都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们

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加征关税解决不

了美国政府的关切，也无助于美国经济的

增长。”

美方提高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

的负面效应使美国农业和汽车行业受到直

接冲击。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的

统计数据，中国是美国生产汽车的第二大

出口市场，去年出口总额达62亿美元。在

汽车零部件方面，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

市场，2018年出口额为36亿美元。经贸摩

擦对美国大型车企的打击将尤其严重，特

别是特斯拉、福特等品牌，更高的关税将迫

使它们提高价格，进而损失市场份额。

近日，美国农业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美

国农业生产者联盟发表声明称：“这次经贸

摩擦升级意味着，要进入不久前还是我们

第二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地的中国，我们将

面临更高壁垒。”

人民日报华盛顿8月26日电

8月27日，观众在智博会现场体验服装行业的“一分钟换装技术”。

当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的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进入第二天。在本届智博会上，各类“职业智能科技”成为

观众关注的热点。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美国严重破坏了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秩序”
——国际社会批评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这实际是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增税”
——美国工商界人士强烈反对美方加征关税行为

2019中国国际智博会传递信息

数字经济成我国经济新的强劲动力
我国工业互联网体系
架构2.0版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