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美国政府先

是宣布拟从9月1日开始对

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 10%的关税，

随后又将中国列为所谓

“汇率操纵国”。这一系列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举动

在美国国内引起不满，许

多专家学者认为，升级对

华经贸摩擦只会给美国自

身造成更严重损害，同时

也将给全球经济发展和稳

定带来更大风险。
■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 章

念生 胡泽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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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8 月 9 日

发布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重申

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下降，人民币

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这个

结论告诉人们：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

美国一些人试图编造的故事没人信，对

中国的无端指责只不过是一场闹剧。

报告所作结论有充分的数据和事实

依据。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例下降约1个百分点至0.4%，

预 计 2019 年 该 比 例 将 保 持 在 0.5% 。

IMF 相关部门负责人8月9日在面向媒

体的电话会议上的表态十分明确——人

民币“不存在明显高估或低估”。

乱扣“汇率操纵国”帽子的闹剧该收

场了！

市场有“看不见的手”，会让美国一

些人的“如意算盘”终究算不出“如意结

果”。瑞银经济学家发布报告称，如果美

方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

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会受市场驱动

而进一步贬值。如此看来，虽然美国一

些人唯恐人民币贬值冲抵其关税大棒效

力，可市场的作用又必然远远超过美国

一些人“操纵”意念的作用。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忙不迭转而给中国贴“汇率操纵

国”标签，无非是再闹出点“乱子”。现

在，IMF作出的结论，又让这个“乱子”搞

不成什么名堂了。

不过，世人对美国一些人的“操纵”

表演倒是有了更深刻认识。正如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

里·萨克斯日前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网站上撰文所指出，美国一些人

作为唯一“操纵方”，“无缘无故以关税政

策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乃至全球贸易

体系造成了严重损害”。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一些人执意“操

纵”升级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危害，越来越

引发世界担忧。英国路透社对过去一周

全球市场形势所作分析指出，中美经贸摩

擦“令全球增长前景蒙上阴霾的挑战”，降

息大潮汹涌而来，越来越多央行出台“力

道超乎市场预期的宽松举措”。前景会是

什么？越来越多国家货币汇率下行，意味

着美元相对升值预期加大，美方刺激出口

的“能量棒”可就又要被证明失灵了。

“即使是人民币的象征性贬值就能

使美国股市暴跌。”美国经济学家、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日前在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美国一

些人“高估了自己对中国造成损害的能

力，同时低估了中国反过来（对美国）可

能造成的损害”，认为中方迄今所作回应

是“相当温和、有分寸的”，更像是给美国

一些人教授经济学。

经济规律在那里，无论你懂不懂，它

都在那里，都在发挥作用。国际有识之

士一再指出，国际贸易建立在互利基础

上，而不是建立在你输我赢的基础上，美

国一些人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是“现代

开放的贸易体系面临的最大威胁”。

归根结底，需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

的前提下着眼可持续发展、寻求贸易平

衡，走正路、行大道。

原载于8月11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当前，正值秋粮生产的关键时期，农

民在田野间辛勤劳作，为秋天的丰收厚植

希望。粮稳天下安。近 14亿人的饭碗能

否端得稳、端得好，对于人口大国来说从

来都是保民生、稳经济的重要基础。新中

国成立 70年来，从“吃得饱”到“吃得好”，

百姓餐桌的巨大变化，折射出全面提升的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从产量稳到质量优

在北京市前门的一家餐馆，粮票、糖

票和油票等展品唤起人们对过去的回

忆。来自辽宁的游客沙先生说，小时候和

母亲一起拿粮票到粮站买粮，现在买粮只

要网上下个单，米面油直接送到家，选择

的时候更重视品牌和品质。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百姓的“米袋

子”不断充实。从1949年至2018年，我国

粮食产量从2263.6亿斤提高到13157.8亿

斤，增加了 1 万多亿斤；平均亩产从 68.6
公斤提高到 374.7 公斤，增加了 4 倍多。

粮食由供给全面短缺转变为供求总量基

本平衡。

人均粮食占有量实现翻番。从 1949
年的 209 公斤增加到 2018 年的 470 多公

斤，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粮食生产“成绩

单”来之不易。

农业农村部发布消息显示，今年夏粮

再获丰收，秋粮作物长势正常，全年粮食

丰收基础较好。小麦品质明显好于上年，

优质专用小麦面积占比达到33%，启动大

豆振兴计划，预计面积增加 1000 万亩以

上，粮食供给结构不断优化。

从“靠天吃饭”到夯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灌排事业得

到了长足发展，有效保障了国家粮食安

全。”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副司长倪文

进表示，目前我国灌溉面积达 11.1亿亩，

居世界第一。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粮食安全的基

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采取水利、

农业、林业和科技等综合措施，有组织

地开展农田建设，改造中低产田，改善

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

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司长卢

贵敏表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6.4亿亩

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农田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548，建成的

高标准农田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

新中国成立至今，农业装备发展对粮

食生产贡献巨大。目前全国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9%，小麦生产基本

实现全程机械化，玉米、水稻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超过 80%。我国农业生产方式

实现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到主要依靠机

械动力的历史性转变。

从绿色农业到智慧农业

一个月前的一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正蓝旗，一场小雨来得突然。这种天气对

正在打农药的作物影响很大——刚打完

的药让雨一浇就都冲掉了。中化农业正

蓝旗技术服务中心的农艺师对此却早有

准备。“我们的天气预报是订制的，农业服

务能精准到每个地块的天气情况。如果

预测到这场雨，我们会提前告知客户。”中

化农业MAP特种作物事业部总经理汤可

攀介绍，在手机软件“MAP智农”上，农艺

师可以看到 1 平方公里精度的精准农业

气象服务。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科技对粮食安全的支撑能力越来越

强。农业育种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

了超级稻、矮败小麦、杂交玉米等高效育

种技术体系，成功培育出数万个高产优质

作物新品种新组合，实现多次大规模更新

换代，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

技术更注重绿色发展能力。我国大

面积推广科学施肥、节水灌溉、地膜覆盖、

绿色防控等技术，水肥药利用率明显提

高，病虫草害损失率大幅降低，有力促进

了增产增效。

科技驱动，大大提升了土地产出率，推

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如今，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提高到 58.3%，全国水稻、小麦、大

豆、油菜全部为自主品种，不折不扣做到了

“中国粮用中国种”，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上。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美国专家学者批评政府升级对华经贸摩擦

“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正遭受损害”

中国饭碗端得稳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IMF报告充分说明
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

“指责中国‘操纵汇率’
没有根据”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美国一些人先后推

出新一轮加征关税计划和“汇率操纵国”指

控，这违背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

期间美中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经济学

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撰文指出，当汇率由

市场决定时，它会自动抵消关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条款中有关汇率操纵的国际公

认标准包括以下两条——一国为压低本币

汇率而持续进行单边干预，以及巨额经常

账户盈余，这些都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此番美国财政部突然决定将中国列为“汇

率操纵国”，这是美方“肆意践踏既定规范、

专业见解、美国机构长期信誉乃至法律文

本的又一个例证”。

弗兰克尔还指出，美国政府现在一方

面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另一方面自己却

希望能操纵美元汇率。“美国政府不满足于

施压美联储降息，还明确试图通过公开发

声压低美元汇率。”

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

尼尔·伊肯森认为，当前美国政府的保护主

义政策正在推高美元汇率，“这只会导致永

久的贸易赤字”，“如果希望美元稳定下来，

我们需要制定更可预测、更冷静的政策”。

他还表示，目前美国“冲动的、不可预测的

冒险政策”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不确定性

浪潮”。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政

治经济学家、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妮·西格尔

同样认为“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没有根

据”。她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发布

的报告就指出，中国外部头寸基本符合经

济基本面。从全球金融稳定的角度看，人

们希望美国政府的决策能变得更加审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

近来连续在《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就美对

华经贸摩擦问题发表文章。他认为，“懂经

济的人一直在从美国政府中不断流失，剩

下的大都是无知之辈”，把受到加征关税限

制的进口商品的价格与其他进口商品的价

格进行比较，会发现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

负担明显加重了。“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消费

者增税。”

“经贸摩擦升级的结果
只会是双输”

“美国消费者将支付加征关税措施的

大部分成本，出口行业和价值链上的失业

工人也将为加征关税付出代价。”美国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经济学高级研究教

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第一副总裁安妮·
克鲁格表示，“经贸摩擦升级的结果只会是

双输。”

克鲁格强调，自己支持开放的多边贸

易体制，也支持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框架解

决贸易争端。她说，有证据表明，经贸摩擦

正在损害全球经济。此外，由于不确定性

增加和经贸摩擦升级，美国经济增长或进

一步放缓。“我相信人们终会意识到经贸摩

擦的破坏性有多大。在经贸摩擦问题解决

前，那些实施开放贸易政策的国家经济增

长将比其他国家更快。”

“如果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

商品加征 10%的关税，显然会提高美国消

费者购买商品的成本。”弗兰克尔对记者表

示，“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美国企业和消费

者的利益正遭受损害。很少有人相信美国

正从目前的情况中受益。”弗兰克尔还强

调，美国现在一些人认为加征关税措施将

迫使中国作出让步，这一想法是错误的。

自本届美国政府实施保护主义政策以

来，许多经济学家不仅从经济学原理指出

其危害，还对加征关税措施的具体影响展

开了大量实证研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

菲利克斯·廷特尔诺与记者分享了自己同

其他两名经济学家新近开展的一项研究。

该研究考察了 2018年美国对进口洗衣机

加征关税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征

关税导致美国消费者购买洗衣机的成本上

涨了 12%左右，这意味着每年总体消费成

本上升 15亿美元。加征关税不仅让消费

者付出更多成本，还会导致他们难以享受

更优质的产品。

“美国的排外主义和保
护主义将危害全球”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出现

经贸摩擦，势必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利影

响。去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前景变

得更不明朗。”弗兰克尔说。

目前，全球投资市场面对中美经贸摩

擦升级的避险心态正逐步显现。摩根大通

分析师约瑟夫·卢顿和布鲁斯·卡斯曼不久

前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与地缘政治不确定

性（主要是贸易冲突）相关的商业信心下滑

是拖累全球增长的核心因素”“这种拖累已

导致全球资本支出增长出现实质性放缓。

全球工厂产出持续疲软，连续三个季度的

年化增长率停滞在1%左右。”

在升级经贸摩擦的同时，美国一些人

正试图将美国对华政策推向全面盲目对

抗。许多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的专家认为，

这一做法将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稳定造成

负面影响。

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在一场

演讲中提出，对竞争的过度关注将导致长

期的零和视角，如果美中双方不把政策重

点放在共同利益上，两国就无法合作。

美国前驻华公使傅立民指出，“美国的

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将危害全球。美中两

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是两国继续前进的前

提，也是全球繁荣稳定的先决条件。”

原载于8月12日《人民日报》

受经贸摩擦影响，西洋参等美国农产品遭到其他贸易伙伴反制，出口市场前景黯淡。美国威斯康星州沃索市西洋参农户乔·海尔对

此特别担心，希冀贸易摩擦早日结束。过去几个月里，如何消化掉新增的关税成本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