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为落实中美双方近日关于经贸
问题的磋商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等法律法
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计划
于12月15日12时01分起加征关税的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
商品，暂不征收10%、5%关税，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继
续暂停加征关税。除上述措施外，其他对美加征关税措施继续
按规定执行，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继续开展。

中方希望，与美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努力，
妥善解决彼此核心关切，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15日发布关于暂不实施对原产于
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的公告，全文如下：

为落实中美双方近日关于经贸问题的磋商结果，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暂不实施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
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有关事项如下：

一、自2019年12月15日12时01分起，对《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第三批）加征关税
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9〕4号）附件2商品暂不实施税委会公
告〔2019〕4 号所规定的加征关税措施。即：对税委会公告

〔2019〕4号附件2第一部分所列749个税目商品、第二部分所列
163个税目商品，暂不征收税委会公告〔2019〕4号所加征10%的
关税；对附件 2 第三部分所列 634 个税目商品、第四部分所列
1815个税目商品，暂不征收税委会公告〔2019〕4号所加征5%的
关税。实施时间另行通知。

二、自2019年12月15日12时01分起，暂不实施《国务院关
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恢复加征关
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9〕5号）。即：自2019年12月15日
12时01分起，对《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
汽车及零部件暂停加征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8〕10号）
附件1所列28个税目商品，继续暂停征收《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2018〕5 号）所加征 25%的关税；对税委会公告
〔2018〕10号附件2所列116个税目商品，继续暂停征收《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
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8〕7号）所加征25%的关税；对税
委会公告〔2018〕10号附件3所列67个税目商品，继续暂停征收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600亿美元进口
商品实施加征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8〕8号）所加征5%
的关税。实施时间另行通知。

中方暂不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税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经过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共同努力，双方在
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的基础上，近日
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
成一致。对此，全球金融市场和企业
界反响热烈，普遍认为这将有助于推
动全球市场向好、贸易回暖、企业业
绩回升。

受中美磋商利好消息推动，13日
亚太市场已经出现普涨。东京股市日
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13日收盘
暴涨2.55%，韩国股市涨幅也达1.54%。

“世界各地市场一直期待有关中
美谈判的积极信号，如今终于如愿以
偿。”俄罗斯 A 市场公司分析部主任
阿尔乔姆·杰耶夫说。俄罗斯工业联
系银行分析师罗曼·安东诺夫也认
为，最新消息可能推动全球主要股指
全面上涨。

渣打银行驻纽约的外汇策略专
家史蒂夫·恩格兰德认为，中美就第
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消除
了诸多可能导致严重市场后果的下
行风险。他预计未来一周新兴市场货
币和资产市场将对这一消息作出积
极反应。

受加征关税影响，位于美国洛杉
矶地区的双子港——洛杉矶港和长
滩港的进出口货运量都跌幅明显。洛
杉矶世界贸易中心总裁斯蒂芬·张表
示，不断加征的关税已对洛杉矶地区
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造成严重冲击。

他说，关税不利于国际贸易，逐
步取消加征关税对中美两国都有利，
美中两国达成协议有助于改善贸易
氛围。他还表示，中国市场对于洛杉
矶地区企业的未来至关重要，洛杉矶
地区生产的大量高科技产品深受中
国消费者青睐。

在美国俄勒冈州，美国挑起的经
贸摩擦不仅伤害了英特尔和耐克等
知名大公司，还令蔓越莓、榛子、牛肉
等农产品出口受到影响。俄勒冈州众
议员大卫·史密斯说，中美就第一阶
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这对俄勒
冈人来说是非常振奋的消息。

美国密苏里州七代务农的汤姆·
沃特斯告诉记者，美国农业企业的生
存有赖于贸易，达成贸易协议将令美
国农业企业受益。

古巴私营企业家霍安·曼努埃
尔·韦罗索对记者说，美中两国的贸

易紧张关系对他公司的设备采购造
成了一定影响。对中美就第一阶段经
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他说：“人类所
需要的是搭建桥梁，而不是建造围
墙。”

“中美关系的稳定，使全世界受
益。”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
究院教授李远对记者说，中美就第一
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为双方
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的趋势按下了暂
停键，为今后继续谈判打开了局面，
为最终解决贸易争端奠定了基础。

新西兰商学院院长黄伟雄表示，
此举是全球民心所向，有利于增强全
球市场信心，改善经贸和投资环境，对
提振国际贸易具有重大指标性意义。

南非沃尔特·西苏鲁大学研究员
埃里克·曼贡伊说，这是双方趋向缓
和迈出的积极一步，有助于改善世界
贸易环境，缓解世界经济下行压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余虹也表示，此举有助于缓
解中美经贸关系紧张态势和稳定中
美关系大局，对于疲软的世界经济是
利好消息，将增强外界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预期和信心。

新华社多哈12月15日电（记者
杨元勇）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4日在
卡塔尔首都多哈强调，中美就第一阶
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是“历史性
的”，利好全球发展。

姆努钦在14日开幕的“2019年多
哈论坛”上说，对全球最大和第二大
经济体美国和中国而言，需要更平衡

的贸易关系和更广泛的货物流通。
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
一致，促使两国贸易关系更加平衡，
这有利于全球发展。

他表示，对两国达成的一致感到
高兴，并期待推进到下个阶段。

据中方13日发布的声明，经过中
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双方在平

等和相互尊重原则的基础上，已就中美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一年一度的“多哈论坛”主要聚
焦地区和国际形势、全球挑战等议
题。本次论坛为期两天，围绕“科技
与趋势”“投资与贸易”等话题展开讨
论，吸引全球约3000名官员、学者及
知名人士参会。

新华社电 据中方 13 日发布的
声明，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
同努力，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
则的基础上，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
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对此，美国各
界纷纷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一协
议成功扭转了经贸摩擦不断升级趋
势，有利于中美两国和全球经济，并
为后续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是一份早到的圣诞礼物。”
美国密歇根中国创新中心顾问汤
姆·沃特金斯对记者说，我们高兴地
看到，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实现双赢，
为两国进一步谈判奠定了基础。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
恩对记者表示，虽然道路漫长而曲
折，但这份协议的到来有利于双方、
有利于世界。他表示，该协议对双方
来说是“慎重和平衡的”，并为今后
在更困难议题上继续达成协议铺平
道路。

美国亚洲协会副主席温迪·卡特
勒说，在近两年起起伏伏的谈判过
后，中美两国终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文本达成一致。第一阶段协议之所
以值得欢迎，因为它将在很大程度上
扭转双边贸易关系走弱的趋势，减少
美国企业担忧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法国兴业银行首席美国经济学
家斯蒂芬·加拉格尔说，这是非常好
的转折点，终止了双方经贸摩擦不断
升级的模式。虽然距离达成进一步降
低关税的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

至少目前的环境变得更有建设性。
总部设在洛杉矶的美国华美银

行首席执行官吴建民对记者表示，这
有助于两国关系缓和，美国商界应抓
住这一契机，鼓励政界进一步行动，
使双边关系回到正轨。

吴建民强调说：“对于美国商业
领袖而言，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机
会。我们必须倡导中美两国缓和紧
张局势、重新合作，不要让分裂与不
和的声音继续瓦解双方关系。唯有
如此，美国、中国乃至世界才能受
益。”

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
达成一致极大推升了市场热情。瑞银
集团美国资产配置主管贾森·德拉霍
对记者表示，它最重要的影响是对企
业信心的提振。如果此前美中和其他
地区被推迟的投资得以推进，2020年
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将会比一两个月
前预计的更好。

渣打银行驻纽约的外汇策略专家
史蒂夫·恩格兰德表示，中美就第一阶
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消除了诸多
可能导致严重市场后果的下行风险。
他预计下周新兴市场货币和资产市场
将对这一消息作出积极反应。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资深交易
员彼得·塔奇曼对记者说，今年美股
多次创新高均与投资者期待中美能
够达成协议有关，因为投资者希望减
少不确定性。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港副执

行总监诺埃尔·哈斯加巴对记者表
示，加征关税由升到降，将给港口供
应链的相关方带来急需的经济前景
稳定性，令望眼欲穿的港口客户看到
了减轻经贸摩擦痛楚的希望。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也受到
了美国诸多行业协会的欢迎。美国服
装鞋袜业联合会会长里克·黑尔芬拜
因说，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
步”。但他同时指出，美国企业、消费
者和工人仍在遭受加征关税的“沉重
打击”，他呼吁美国政府尽快取消所
有加征关税。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
皮罗也表示，这是朝着结束这场“代
价高昂”贸易战迈出的“重要一步”。
他同时呼吁双方继续谈判，并尽快取
消所有加征关税。

艾奥瓦州大豆协会市场部主管
格兰特·金伯利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
时说：“这绝对是件好事。这是非常积
极的一天，让我们期待积极消息会不
断到来，这对两国都有好处。”

格兰特的父亲、大豆种植者里克·
金伯利也通过微信对记者说：“听到这
个好消息我很兴奋。这是双赢的结果，
对我们和中国消费者都有好处。”

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肯尼斯·
奎恩对记者表示，一项对双方都有利
的重大协议将受到美国农民、中国消
费者和食品加工商的欢迎。最重要
的是，它将对确保全球贸易体系稳定
作出重要贡献。

美财长：

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利好全球发展

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引发市场和企业热烈反响

美国各界高度评价

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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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12月15日电（记者杨迪 张海磊 王曦）截至15
日17时，川煤集团杉木树煤矿“12·14”透水事故造成4人遇难、
14人失联。事故发生后的24小时内，搜寻、排水、清淤、通风等
一系列救援行动迅速展开并不断加强。

15日凌晨2时许，记者赶到事故现场时，杉木树煤矿外停靠
在路边的车辆已排出数百米远，煤矿院子内的调度指挥中心灯
火通明，救援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展着。

此时，珙县人民医院、宜宾市矿山急救医院、珙县中医院等
多家医疗机构的救护车早已就地待命，医务人员实行轮班等
候，一旦有人员被救上来就立刻送往医院治疗。

这是一场通宵达旦的救援：14日15时26分发生透水事故
后，川煤集团立即启动了安全生产预案一级响应程序，成立了
事故应急救援处置领导小组，下设7个工作组；四川省应急管理
厅立即调度11支安全生产救援队伍、192名救援力量投入救援，
同时派出四川省生产安全应急救援中心、四川煤矿抢险排水站
赶赴现场；消防车、救护车，也从邻近地区纷纷驶来。

凌晨5时许，记者看到一批救援队员带着氧气呼吸器、瓦斯
检定器、一氧化碳检定器等装备，列队准备下井开展救援工作。

上午10时50分，记者在事故现场看到，大型牵引车送来了
潜水泵，救援队员立刻将设备送往井下进行安装。当时在现场
指挥调度的四川省煤矿抢险排水站工程师王雄告诉记者，这已
是排水站送下去的第二台泵，功率更大、扬程更高。

上午11时许，记者见到了刚从井下返回的国家矿山应急救
援芙蓉队直属中队副中队长毛其刚。他背着氧气呼吸器，走到
车子旁，脱了靴子倒出一摊水，回到车上后立马打开空调热风。

“下面水很深，已经没过了膝盖；也很凉，我们每个人都浑
身湿透、不停发抖。”毛其刚对记者说。作为此次事故中第二批
下井救援的人员，毛其刚在下面待了约11个小时，开展搜寻、堵
水、引水、安装排水设备等工作。

经过192名矿山救援人员的不懈努力，井下排水工作在15
日11时29分正式开始；到了下午，井下事故现场部分区域恢复
了人员定位系统、监测监控系统和供电系统。

截至目前，排水仍是救援工作的重中之重。
15日15时许，记者在事故井口看到，有水流从井口内部的

地面流出，并且流量呈变大趋势；紧接着，一辆矿车满载着抽水
管和泵往井下驶去。这些都表明，井下被困区域的抽水力度正
不断加大，受困人员又多了一份生的希望。

川煤集团总工程师曹善华在15日17时举行的新闻通气会
上介绍，通过观察发现井下水位每小时上涨445毫米，为加快抽
排速度，额定流量550立方米每小时的排水设备已在调往事故
现场的途中。

直击杉木树煤矿透水事故救援24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