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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晓霜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4 日否认白宫正考虑派遣多至
12 万美军对伊朗动武，但不排除派遣大军的可能性。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同一天说，美国
和伊朗“都不想打仗”。

美国的欧洲盟友呼吁美伊双方冷静。

【暂无打算】

特朗普 14 日回应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报道说：“这是
假新闻。我会那样做吗？当然会。但是，我们还没有制订那样
的计划。希望我们不会被迫那样做。如果做了，我们会派比那
（ 12 万）多得多的部队。”

《纽约时报》前一天以一些不愿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为消
息源报道，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 9 日在白宫一
场安全会议上提交针对伊朗的更新预案，如果伊方袭击美军或
加速研制核武器，美方可能在中东部署多至 12 万军人。

与会官员除沙纳汉，还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
博尔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中央情报
局局长和国家情报总监。报道说，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了解这一
预案的细节。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14 日否认美方打算主动对伊朗
开战。蓬佩奥在俄罗斯索契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
夫会晤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说，美方不寻求与伊朗开战，不过，
“如果美国利益受到攻击，我们必将采取相应措施”。

拉夫罗夫说，蓬佩奥向他澄清，派遣 12 万美军是“谣
言”。

博尔顿 5 日宣布，美方向中东派遣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
和一支轰炸机特遣队；五角大楼 10 日说，将追加部署一艘两
栖攻击舰和一套导弹防御系统。

【求诸心理】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推测，伊朗与美国不会爆发战争。
“我们和他们都不希望打仗，”哈梅内伊说，“他们（美

方）明白，战争对他们没有好处。”
他说，双方正“较量意志”，伊方将继续“抵抗”，最终

令美方退却。
美国政府去年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对伊方“极限施

压”，施行广泛和严厉制裁，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
怖组织”，要求伊方就核、导弹和地区安全等事项满足美方条
件。

伊方强硬应对，拒绝与美方重新谈判，把辖区包括中东的
美军中央司令部及下属部队列为“恐怖组织”，警告将停止执
行核协议部分内容、恢复更高丰度铀浓缩活动。

哈梅内伊谴责美方撕毁协议，说与美方谈判如同服“毒
药”，与特朗普政府谈判“毒性更大”。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德·塔赫特·拉万齐 14 日告诉美
国有限电视新闻网，美方正在打“心理战”。

《纽约时报》报道，一些美国官员对可能派遣 12 万美军
前往中东的方案感到“震惊”；一些力主以外交手段缓和紧张
局势的美方高级官员认为这一方案是“威吓战术”，旨在警告
伊方不要再作挑衅。

【盟友忧虑】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13 日警告，美国和伊朗无意
升级紧张局势，却可能“擦枪走火”、暴发冲突。

“我们需要一段冷静期，”亨特说，“确保各方都了解对
方在想什么。”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同一天告诉蓬佩奥，德方“不希
望（美伊）发生军事冲突”。

蓬佩奥 13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分别会晤英国、法
国、德国外交部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
贝格，向盟友通报美方所获与伊朗相关的情报。陪同蓬佩奥访
问的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布赖恩·胡克承认，欧洲盟友认同
美方对海湾和中东局势的忧虑，“但不认同华盛顿对伊朗采取
更加咄咄逼人的做法”。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多国联军英国籍将军克里
斯·吉卡 14 日说，联军方面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没有发现来自
“受伊朗支持武装力量”的威胁增加。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尔·厄本稍后说，依据美国和盟
友所获情报，伊朗支持的武装力量在中东地区构成“可信的威
胁”，对驻伊拉克美军的威胁“可能迫在眉睫”，美军及联军
已经加强戒备。 （新华社专特稿）

2019 年 4 月桂林市六区一县环境空气质量及排名

辖区 评价站点

SO2 （μ g/

m3 ）

PM10 （μ g/

m3 ）

O3 （ 8h ）

（μ g/m3 ）
PM2 . 5 （μ g/m3 ）

综合指数（无量

纲）

浓度

同比

变化率

（% ）

浓度

同比

变化率

（% ）

浓度

同比

变化率

（% ）

浓度

同比

变化率

（% ）

变化率

排名
数值

同比

变化值

雁山区
旅游学院、

大埠中心校
8 33 .3 33 -54 .2 102 -8 .1 28 -67 .1 1 2 .49 -0 .80

书记：古保华

区长：杨玉霜

七星区
龙隐小学、

华侨旅游经济区
9 -25 .0 35 -52 .1 116 -14 .1 27 -41 .3 2 2 .77 -1 .50

书记：石玉琳

区长：郑 平

灵川县 灵川县下窑 22 0 .0 54 -40 .0 117 1 .7 28 -40 .4 3 3 .55 -1 .22
书记：赵奇玲

县长：胡焕忠

叠彩区 林科所 12 33 .3 42 -37 .3 111 -10 .5 23 -39 .5 4 2 .75 -0 .75
书记：余 捷

区长：朱鹃屏

秀峰区 师专甲山校区 13 -7 .1 38 -46 .5 109 -12 .1 29 -31 .0 5 3 .07 -0 .68
书记：蒋育亮

区长：雷 陈

临桂区
临桂区环保局、

创业大厦
19 18 .8 46 -45 .9 117 -16 .4 31 -29 .5 6 3 .43 -0 .94

书记：何新明

区长：李绍政

象山区 监测站、八中 11 0 .0 50 -36 .7 114 -8 .8 33 -19 .5 7 3 .54 -0 .64
书记：唐小忠

区长：经友新

均值 13 0 .0 43 -44 .2 112 -10 .4 28 -42 .9 - 3 .09 -0 .93 -

2019 年 4 月桂林市十县环境空气质量及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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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乐县 平乐县环保局 10 11 .1 36 -45 .5 72 -37 .9 26 -40 .9 1 2 .64 -1 .00 书记：陆智成
县长：石小松

阳朔县 阳朔县宝泉 11 83 .3 43 -31 .7 90 -28 .6 27 -35 .7 2 2 .89 -0 .75 书记：蒋春华
县长：周 彦

兴安县 兴安县环保局 19 -40 .6 39 -43 .5 140 70 .7 20 -33 .3 3 3 .18 -0 .43 书记：黄洪斌
县长：黄 钦

恭城县 恭城瑶族自治县环保局 14 27 .3 30 -47 .4 127 -4 .5 22 -24 .1 4 2 .71 -0 .39 书记：邓晓强
县长：黄枝君

龙胜县 龙胜县环境监测执法大楼 14 -6 .7 34 -30 .6 138 15 .0 15 -11 .8 5 2 .66 -0 .03 书记：周 卉
县长：吴永合

荔浦市 荔浦市环保局 11 10 .0 47 -20 .3 82 -39 .7 31 -11 .4 6 3 .12 -0 .77 书记：陈代昌
市长：李玉清

全州县 全州县城区 13 -31 .6 45 -26 .2 101 -16 .5 31 -11 .4 6 3 .04 -0 .63 书记：林武民
县长：周政英

灌阳县 灌阳县政府大院 12 50 .0 33 -34 .0 78 -31 .0 25 -10 .7 8 2 .79 -0 .01 书记：周春涌
县长：卢 嵩

资源县 资源县环保局 10 -9 .1 34 -42 .4 120 -11 .8 23 -8 .0 9 2 .65 -0 .58 书记：韦绍艺
县长：谭玉成

永福县 永福县环保局 42 55 .6 67 4 .7 111 -20 .7 37 2 .8 10 4 .41 0 .01 书记：廖照德
县长：莫振华

均值 16 6 .7 41 -31 .7 106 -13 .1 26 -18 .8 - 3 .01 -0 .46 -

2019 年 4 月份六区一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结果公示
根据《桂林市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制管理办法(暂行)》(市发〔 2016 〕 4 号)文件精神要求，对我市象山区、秀峰

区、叠彩区、七星区、雁山区、临桂区、灵川县环境空气质量进行考核。现将 2019 年 4 月份六区一县环境空气监测自动站点的监测结果排
名公示如下：

2019 年 4 月份十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结果公示
根据《桂林市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制管理办法(暂行)》(市发〔 2016 〕 4 号)文件精神要求，对我市龙胜县等十县的

环境空气质量进行考核。现将 2019 年 4 月份十县环境空气监测自动站点的监测结果排名公示如下：

第一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马卓
言）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5 日表示，中国经
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呈现积极向好势头。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
一定影响，但完全可以克服。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抵御任何外部风险和冲击。

有记者问：据报道，连日来，美方多次
称，中国的经济不太好，中方十分渴望与美
方达成经贸协议。中方是否认同美方看法？
中方如何评估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造成
的影响？

“美方的说法毫无依据。”耿爽说，事
实上，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呈现积
极向好势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会
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但完全可以克
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抵御任何外部风险
和冲击。”

耿爽说，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 6 .4% ，增速超出预期。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内需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的主要引擎，去年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已达 76 . 2%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
2 0 1 9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 . 3% ，但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
0 . 1 个百分点至 6 . 3% 。这也是世界主要
经济体中唯一被上调的国家。

外贸方面，耿爽说，今年 1 月至 4
月，中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4 .3% ，对
欧盟、东盟等出口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中国的贸易伙伴遍天下，中国正加快从
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世界各国都想分
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实现互利共赢。如果

有人不愿与中国做生意，自然会有别人来
填补空缺。”

耿爽表示，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体
系，拥有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拥
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拥
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
“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会继
续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伐，根据自己的
时间表和路线图，坚定推进改革开放，
坚定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经
济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马卓言）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 15 日表示，美方声称本国消费者不
会为对华加征关税买单与常理相悖，中方奉劝美方
早日认清形势，回归正轨，同中方相向而行。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方称，美国
农民会成为对华加征关税的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中
国可能会对美国农民有一定程度的报复，但美国将
致力于向本国农民提供援助。此外，美方还称，美国
消费者没有理由为对华关税买单。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

耿爽说，美方的说法完全是混淆视听。美国的农
民和美国的消费者都是无辜的，他们“被代言”了。

他说，近日，美国大豆、玉米、小麦等农业组织发
表联合声明，明确反对美对华加征关税。美国玉米种
植者协会负责人表示，美国农业需要的是确定性而
不是关税。美国农民一直在耐心等待中美经贸磋商
的成果，但这种耐心正不断消逝。美全国农民联合会
指出，美农民正在应对农产品价格疲软、自然灾害等
问题，难以再承受中方的报复性关税。还有机构表
示，农场主需要的是合同，而不是政府补贴。

耿爽说，过去几年，中国一直是美国农产品
的主要买家。以大豆为例， 2017 年，美国约有
60% 的大豆销往中国，中国是美国大豆的最大
出口目的地。但双方发生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大
豆的对华出口大幅下降。正如美国大豆协会负责
人日前所说，美国花了 40 年才建立了中国大豆
市场，随着贸易战持续，这一市场将难以恢复。

“至于美方声称本国消费者不会为对华加征
关税买单，我想这与常理相悖。”耿爽说，根据
美国经济学家公开发表的一项研究，加征关税使
美消费者和进口商去年每月损失 44 亿美元。美
有关行业组织近日来多次发表声明称，美对华加
征关税是一种错误做法，如果继续，将使美国家
庭年均支出增加 2300 美元。还有美国媒体直截
了当地指出，美国消费者是贸易战的炮灰。

“我们奉劝美方看一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听
一听各界人士的呼声，算一算自身利益的得失，
早日认清形势，回归正轨，同中方相向而行，争
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
议。”耿爽说。

□钟声

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举行之
际，美方宣布将对价值 2000 亿美元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 10% 上调至 25% ，使
中美经贸磋商进程遭到严重挫折。美方竟然
还同步抛出一个“加征关税有利论”来掩饰
此举对美国经济的严重冲击。殊不知，美国
人民不买这账，强烈反对加征关税的声音首
先从美国发出来。

“加征关税有利论”，究竟是一种无知
还是一种伪装？

从去年的“贸易战很好”，到如今不断宣
扬“中国正在向美国支付巨额关税……这些
巨额税款将直接交给美国财政部”“关税将为
我们的国家带来更多财富，甚至超过传统类
型的惊人交易。此外，这更容易和更快速”“中
国会大大减速，我们会自动加速”……在美方
一些官员看来，加征的关税仿佛是天上掉下
来的馅饼，得来全不费工夫；加征关税只会削

弱对手，对自己毫发无损。有人还不断借此
制造假象，好像美国经济正因加征关税而
欣欣向荣。借用国际媒体的评价，这不过是
美方乐于“凭空制造胜利”的又一案例。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研究论文
指出， 2018 年美国对其贸易伙伴加征的
关税以及对方国家对美国征收的报复性关
税，已使美国经济损失 78 亿美元。关税
造成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每年需承担 688
亿美元的成本。美国商务咨询机构“全球
贸易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显示，对价值
2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 25% 的关
税，以及对进口钢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将
导致美国每年减少 93 . 4 万个就业岗位。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的报道指出，美国
一意孤行要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更高关
税、而不是达成协议以结束美中贸易战，
令美国商界备感失望。

美方“加征关税有利论”想象了这样
一种情境：加征关税就等于从中国口袋中
白拿钱，美国一些人坐收渔利。但是，事

实却是另一种情境：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
对关税的消化能力有限，关税增加额度必
然会体现在最终消费者的支出环节。美国
政府寄望于企业找到替代进口来源，但不
少美国企业主对此只能耸耸肩、摊开双
手：中国商品物美价廉，只能从中国采
购，提高的成本只能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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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收取的关税收入“不足以弥
补购买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所承受的损
失”。把美国消费者口袋里的钱掏出来，
就声称天上掉下来了绿花花的美钞，但美
国消费者的钱包瘪了，人们岂能买账？

在当今世界上，没有谁能够随心所
欲。美国要给别人强加关税，别人不可能
无动于衷，必然要进行反制。加征关税给
美国带来的痛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不少农
民正经历“艰难的经济时刻”。美国政府
去年宣布发放 120 亿美元农业补贴，但与

生产成本上涨和出口减少造成的损失相
比，不过是杯水车薪。“我们熬不过去
了”，不少美国农民和企业主发出这样的
呼声。“10 个月来，美国而不是中国，一直
在为贸易战承担全部代价。”代表美国 150
多个零售、技术、制造业和农业贸易组织的
游说团体“关税伤害美国腹地”日前发表声
明指出，“提高关税只会惩罚美国的农民、
企业和消费者。”但是，美国的决策者迄
今仍然对这些呼声充耳不闻。

应当看到，大唱“加征关税有利
论”，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试图靠加征
关税或威胁提高关税来解决中美贸易摩擦
问题，完全是出错了牌，把宝押在关税上
最终必然导致空欢喜一场。我们奉劝一
句，美方如果有足够智慧来保证自身利益
的话，就应当选择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相
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磋商解
决问题。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人民日报》 5 月 15 日署名文章）

特朗普说

暂不打算与伊朗开战外交部：美国贸易保护措施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完全可以克服

■聚焦中美经贸摩擦

外交部：美方声称本国消费者

不会为对华加征关税买单有悖常理

不要陶醉于自欺欺人的“胜利”
——— “加征关税有利论”可以休矣

▲这是 5 月 14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服装鞋袜业联合会办
公地点。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消费技术协会、服装鞋袜业联合会、大豆协
会等多家行业协会 13 日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政府当天公布拟对价值约
3000 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清单，并敦促美中经贸谈判尽快回
到正常轨道。 新华社记者刘杰 摄

美国多家行业协会

反对美政府对华加征关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