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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31 日
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中国将建立“不可靠实
体清单”制度。对不遵守市场规
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目

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严
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
企业、组织或个人，将列入“不可靠
实体清单”。具体措施将于近期公
布。 新华社北京5月 31日电

就“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综合分析国内国际形势，中国有能力抗击
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不想打、不愿打、但也
绝不怕打贸易战”，展现着中方捍卫国家利益
与民族尊严的坚定信心与充足底气。

中国至少拥有四大有利因素，使美方遏制
中国发展的企图破产。

国家实力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积蓄的雄厚国力和改

革开放 40 年来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是中
国应对各类外部风险挑战的坚实物质基础。

中国经济总量庞大、国民经济体系完备、
自我循环能力强大，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
资、出口协同拉动，新发展理念引导经济持续
转型升级。

中国已经形成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现
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截至 2019 年一季度，中国 GDP 增速连续
17 个季度运行在 6.4％至 7％的区间。今年前
4个月，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的 40％以
上，CPI上涨 2％保持在合理水平，外汇储备在
3万亿美元以上。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研发队伍，发明专
利申请量连续 8 年居世界首位。2018 年全国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近 2万亿元，投入强度达
2.18％，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
家平均水平。

中国金融市场的韧性也显著增强。中国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说，经贸摩擦对中国金融
市场冲击有限，进一步的影响会更小。

这表明，中国能够将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
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

而鉴于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
重要地位，中国拥有许多反制美国极限施压的
工具。例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稀土材料供应
国，而美国对此高度依赖。

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为中

国克服风险挑战、实现更好发展提供了制度保
障。

中国能够统筹各种资源、广泛凝聚社会共
识，确保上下齐心、步调一致，持续沿着正确
方向前进。

中国既能保持“定力”也能保持“活力”。
在确保大的路线框架稳定的前提下，中国能够
不断因应环境变化调整具体政策，使得当下目
标与未来目标衔接、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兼
顾。

中国政府密切跟踪国内外形势变化，增强
调控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更加精
准施策，围绕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
资、稳投资、稳预期，一系列政策接连出台、有
序推进。

实际使用外资在全球外国企业直接投资
额下滑中逆势增长，是政策效果的鲜明体现之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的另一大
制度优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
府则注重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
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

国际支持
目前，世界经济已经形成紧密联系、深度

交融的分工格局。美国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
实质上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必然招致
众多国家的反对。

泰国副总理颂奇说，美国挑起的对华经贸
摩擦将影响泰国出口，使得泰国今年经济增长
放缓。卢森堡前议长洛朗·莫萨警告说，美国
这种四处掀波澜的做法是错误的，贸易争端不
仅危害中国，也将危害欧洲。

中国并非是美国贸易霸凌的唯一受害
者。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煽动贸易保
护主义，向欧盟、日本、韩国等诸多国家挥舞
关税大棒。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说，美国频繁对欧洲
发出关税威胁，削弱了人们的信心，这是欧元
区经济疲软的原因之一。

在全球自由贸易面临严重威胁的关头，中
国政府坚定维护多边体系与多边贸易体制，推
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
化。

从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到全
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制，从维护
WTO 争端解决机制到深度参与贸易政策审
议，中国政府负责任的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广
泛赞赏和支持。

美国制裁华为公司的行径是对商业文明
的践踏，招致许多国家反对。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现在对另一个国家发
动“科技战”或者“贸易战”是不合适的，法方
主张开展合作，不会对华为或其他任何企业采
取封锁行为。

美国内反
越来越多美国普通民众、公司高管和专家

学者正在认识到，贸易霸凌与极限施压不会让
美国“再次伟大”，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
国分工协作、互利共赢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一个基本事实是，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
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清单中，超过 70％是中间
品和投资品。因此，关税最终必然主要由美国
企业家和消费者承担。

5月，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对上千美国选民
的民调数据显示，53％的受访对象反对美国政府
处理对华贸易的方式，超过 36％的民众认为美
国的贸易政策损害了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

民众的直观感受与一些主流研究机构的
分析是一致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普林斯顿
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加
征关税使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去年每月损失
44亿美元。

美国投资机构高盛集团的报告显示，美国
政府目前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的关税将导致
美国核心通胀率上升 0.2个百分点。

美国穆迪公司警告称，如果对 2000 亿美
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25％的关税，到 2020 年
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将减缓 0.8 个百分
点。如果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美国经济增速将减缓 2.6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电

中国将建“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抗击美国霸凌主义
中国的底气是什么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31 日就中
国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答记者问。

问：中国政府出台“不可靠实
体清单”制度，出于什么考虑？

答：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确
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
制面临严峻挑战，正常的国际经
贸活动受到负面干扰。一些外国
实体出于非商业目的，违背正常
的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对中国
企业采取封锁、断供和其他歧视
性措施，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
益，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也
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
威胁，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对相关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造成
损害。

为维护国际经贸规则和多边
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
护主义，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社会
公共利益和企业合法权益，中国政

府决定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
度。

问：中国建立“不可靠实体清
单”制度依据是什么？

答：依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对 外 贸 易 法》《反 垄 断 法》《国
家 安 全 法》等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中
国政府决定建立“不可靠实体清
单 ”制 度 ，将 那 些 基 于 非 商 业 目
的对中国实体实施封锁、断供或
其他歧视性措施，对中国企业或
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对中国
国 家 安 全 构 成 威 胁 或 潜 在 威 胁
的外国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列
入其中。

问：中国会对列入该清单的组
织或个人采取什么措施？

答：对于列入“不可靠实体清
单”的外国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
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具体措施将
于近期公布。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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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方称中国正成为一个
虚弱的国家，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5 月 31 日正告美方：不要高估自己
的造谣能力，也不要低估别人的判
断能力。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5 月 30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美方在对华经贸问题上处理得很
好 。 中 国 很 想 与 美 达 成 经 贸 协
议。双方此前已达成协议，但中方
破坏了协议。美对华进口产品加
征的关税正对中国造成破坏性影
响，促使在华制造商离开中国前往
越南等其他亚洲国家。中国正成
为一个非常虚弱的国家。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美方说这种谎言已经
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中方都及时

地予以揭穿。“但美方似乎很执着，
甚至很执迷，依然在不断地重复这
些谎言。美方似乎相信，说得越
多，信的人就越多；说得越多，底气
就越足。”

“这里我要正告美方，不要高
估自己的造谣能力，也不要低估别
人的判断能力。真正的底气不是
来自于反复重复的谎言和谬论，或
者自我编织的某种幻觉，而是来自
于顺应时代潮流，来自于赢得人心
向背。”耿爽说。

他说，美方当前采取的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行径遭到了美国国
内民众的强烈反对，也激起了国际
社会的广泛批评。“我们希望美方
能够认清形势，早日悬崖勒马，回
归正轨。”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回应美方“中国虚弱论”

不要高估自己的造谣能力

6 月 1 日起出入境管理部门将签发新版外国人签证、团体签证和居留
许可。图为新版签证样式。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自6月1日起，全
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开始签发新版外国人签证、团体签证和居留许
可，同时停止签发现行版本外国人签证、经济特区旅游签证、团体签证和居
留许可。经济特区旅游签证业务使用新版签证制作签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