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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近日，美方有关人士称中国没
有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实际行动。“这种指责缺
乏事实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秘书
长丛亮5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美两国元
首大阪会晤后，中方在采购美国农产品方面积
极显示合作诚意，取得不少进展，但也存在美
国产品缺乏竞争力等现实障碍。

丛亮说，大阪会晤后至7月底，已有227万
吨美国大豆新装船运往中国，预计8月份还会
有200万吨大豆装船，双方企业已签协议的
1400万吨大豆中仅剩30万吨9月份待装船。

丛亮说，7月19日开始，中方相关企业持
续就采购美国大豆、高粱、小麦、玉米、棉花、乳
制品、干草、乙醇、大豆油、葡萄酒和啤酒、新鲜
水果、加工水果等农产品进行询价。截至8月
2日晚，已成交大豆13万吨、高粱12万吨、干
草7.5万吨、小麦6万吨、猪肉及制品4万吨、棉
花2.5万吨、乳制品0.57万吨、新鲜水果0.04
万吨、加工水果0.45万吨。这些成交的农产
品，均由中方企业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申
请排除进口加征关税。

“中美两国在农业领域互补性很强，开展
农产品贸易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丛亮说，目
前，乙醇、玉米、大豆油、葡萄酒和啤酒等农产
品暂未成交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这些产品的价
格缺乏竞争力。

以乙醇为例，去年3月和7月，为分别反制
美对我232、301调查后加征关税，中国对自美
进口乙醇在正常关税30%的基础上，分别加征
了15%和25%的关税，目前税率为70%。按美
国出口商报价，排除反制301调查加征的25%
关税后，进口完税成本仍比国内市场价格高出
30%多，不具备商业可操作性。

又比如玉米，按美国出口商报价，排除加
征关税到岸完税价格略高于中国国内玉米价
格，企业基本没有利润。此外，国内玉米市场
供应宽松，国内饲料企业需求相对疲软，企业
采购积极性不高。

“只要美国农产品价格公道、质地优良，
中国企业愿意多进口一些美国农产品，来满
足中国人民的需要。现在有些美国农产品进
不来，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美国加征关税、
打贸易战，令美国农产品价格在中国市场不
具备竞争力。”丛亮说。

丛亮说，这充分说明贸易战是“双刃剑”，
害人又害己。“中国有句古话：‘诚信为本、和
气生财’。希望美方有关方面能够好好学习
体会这句古话的精髓，坚守诚信这一市场经
济的基本原则，多做一些利人利己的事，少一
些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和无端指责，为中美双
方农产品贸易特别是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贸
易扫清障碍、创造条件。”

林郑月娥：
极端暴力事件
将香港推向十分危险境况

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5日上
午会见传媒时表示，一连串极端暴力事件正将香
港推向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况，呼吁市民和平表达
诉求，不要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未来。

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两个月香港几经折腾，暴
力令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这种玉石俱焚的做法会
把香港推上一条不归路。

她强调，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部分人以暴
力表达诉求，罔顾他人的自由权利，部分极端分子
更是污损国徽、将升起的国旗拆下抛入海中，扬言
要“搞革命”“光复香港”，这些行为挑战国家主权，
危害“一国两制”，摧毁香港稳定繁荣。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
城市之一，但在过去的两周，暴力破坏行为不断升
级，有人堵塞主要干道，围堵、破坏警署，损毁公
物，甚至有一小撮极端暴力分子纵火、扔汽油弹、
制造炸弹、藏有大量攻击性武器。

她呼吁市民无论有何诉求，均应和平表达，阻
碍他人上班，会影响到很多基层家庭的饭碗生计，
不要以香港的未来、700多万人的生活作赌注，社
会的安全和稳定一旦被破坏并非短时间内可以重
新建立起来。

林郑月娥表示，由于事态正急速发展并扩散
到各行各业，警方由5日开始会每日举行记者会，
政府部门也会按需要举行跨部门新闻发布会，首
场跨部门发布会于5日下午举行。

特区政府多名司局长出席会见。政务司司长
张建宗呼吁全体市民紧守工作岗位，任何罢工和
暴力冲击对香港完全没有好处，除了影响市民日
常生活，也会影响到经济活动。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经济正面临严
峻挑战和巨大的下行压力。过去两个月发生的暴
力事件更让香港不少店铺、酒楼和零售的生意受
到影响，有部分店铺更间歇性被迫停业，餐饮、旅
游、住宿、物流、贸易等行业面临严峻形势。

陈茂波表示，多项经济指标不容乐观。香港
经季节性调整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实际倒退
0.3%，意味着经济增长已经失去了动力；出口下跌
速度加快，6月份单月下跌10%；投资情况在第二
季同比下跌12%，为 10年来最差；零售业6月加
速下滑6.7%，其中珠宝、首饰、钟表下跌17%。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
美指责我无购买农产品实际行动
缺乏事实依据

美国埃尔帕索美国埃尔帕索：：
悼念逝者悼念逝者

8月4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人们在发生枪击事件的沃尔玛超市附近悼念受害者。
美国得克萨斯州西部埃尔帕索市3日发生一起严重枪击事件，已至少造成2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枪击事件发生后，人们通过献花、集会等形式缅怀逝者、寄托哀思。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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