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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艺）一大批来自武汉的高科技产品及特
色产品，本周末将亮相位于南坪的重庆国际会展中心。5月22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在渝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武汉名优创新产品
（重庆）展销会将于5月25日至27日在会展中心举办，来自武汉
的智能机器人、医疗3D打印等高科技，以及周黑鸭、热干面等特
色产品将亮相。

这是武汉名优创新产品展销会第二次在渝开展。本次展会
以“武汉制造 名优创新”为主题，将重点突出武汉制造业的水平
和特色，展示武汉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

本次展会展览面积逾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159家，参展展位
535个，设立了宣传体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中国车都
展区和展销结合区等四类区域，汇集各类名优创新产品600多
种。其中，宣传体验区有智能机器人、医疗3D打印、红外成像仪、
心电图仪等产品。食品饮料类产品则有周黑鸭、热干面、特色糕
点、武昌鱼、蜂王浆等。

看智能机器人、了解3D打印、品正宗热干面……

周五去重庆会展中心感受“武汉制造”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5月22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茶叶博
览会（以下简称“茶博会”）在杭州闭幕。参展5天，重庆茶企拿下
现场销售订单及意向性交易订单共计1.53亿元。

此次“茶博会”设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1540家知名企业参展。为了助推重庆名茶走出重庆、走
向世界，抢占国内外市场，重庆组织了19个产茶区县150多家茶
企携200多个优质特色茶叶产品参展。

欣赏茶艺表演、观看茶园视频、现场亲品名茶……重庆日报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万州、酉阳、城口、武隆、秀山、南川、永川等
展台吸引了很多客商和市民关注。

除了重庆知名茶叶品牌备受市场关注外，一些来自大山里的
小众茶叶品牌也走俏“茶博会”。巫溪县同源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的“蒲莲老鹰茶”、重庆瑞草茶叶有限公司的古树茶、重庆芳丛茶
叶公司的手工“禅叶”红茶等茶叶品牌，也深受采购商及现场顾客
的青睐。

22日上午，“茶博会”评出了108款茶叶金奖产品，其中，玉毫
雪牌玉毫秀芽、云升牌永川秀芽、龙缸云雾牌龙缸秀芽、云岭牌云
岭永川秀芽4款重庆茶叶获得金奖。重庆展示区被组委会评为
10个设计奖之一，重庆展团也获得了组织奖。

据统计，整个“茶博会”期间，重庆展区现场销售茶叶5513千
克，销售额882万元，签订意向交易订单46笔，销售茶叶量90400
千克，销售额1.44亿元。

重庆4款茶叶产品获评金奖

“茶博会”重庆茶企掘金1.53亿元

此次我国主动下调汽车进口关税，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精神的重要举
措。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此次降
关税，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需要。

“主动扩大进口是习近平总书记宣布的中国进一步扩
大开放的重大措施之一。”这位负责人说，主动相当幅度降
低汽车进口关税，有利于扩大进口，推动汽车产业在更加
开放的条件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此次主动下调汽车进口关税，也是汽车产业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的需要。

这位负责人说，我国汽车产业逐步发展壮大，形成了种
类齐全、配套完整的产业体系，具备一定竞争力。但也应看
到，我国汽车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创新能力有待
进一步加强。当前，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等技
术与汽车产业加快融合，产业生态深刻变革，竞争格局全面
重塑，我国汽车国际竞争力亟待提升。

“关税是合规的保护手段，但关税保护要适度，降低汽
车进口关税，有助于产业加强竞争，调整结构，加快转型。”
这位负责人说。

他表示，此次主动下调汽车进口关税，也旨在满足消
费升级的需求。就汽车消费而言，人民群众对汽车的消费
需求更加多样化，希望汽车产品进一步提质降价，国内汽
车市场供给需要进一步丰富。

“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扩大内需，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动力和活
力。”这位负责人说。

主动下调汽车关税
助推汽车业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2日发布公告，将从今年7
月1日起相当幅度降低我国
汽车进口关税。

我国缘何主动大力度下
调汽车进口关税？哪些车型
将受益？将给消费者带来多
大实惠？针对社会关切的热
点问题，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回答
了记者提问。

7月1日起我国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新华社记者 胡璐 郁琼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我国
汽车整车共178个税号，降税前最惠国算术平
均税率为21.5％，税率介于3％至25％之间。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说，此次我国将税率为25％的135个税号税率降
至15％，降税幅度40％；将税率为20％的4个税
号税率降至15％，降税幅度25％；其余税率为
15％及以下的39个税号税率保持不变。

“降税后，我国汽车整车最惠国算术平均税率
为13.8％，税率介于3％至15％之间。其中，143
个税号的税率为15％，35个税号的税率为12％
及以下。”这位负责人说。

此外，我国汽车零部件共97个税号，降税前
最惠国算术平均税率为10.2％，税率介于6％至
25％之间。

此次我国将79个税号的汽车零部件税率分
别从25％、20％、15％、10％、8％降至6％，平均
降税幅度为46％；其余18个税号的税率为6％，
保持不变。降税后，我国所有汽车零部件的最惠
国税率均为6％。

“降税后，我国汽车进口关税税率介于3％至
15％之间，已比同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平均水平
低。”这位负责人说，以9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横向比
较看，我国关税税率为15％，欧盟为9.8％、韩国为
8％、印度为60％、巴西为35％。“总的来看，我国汽
车降税后的关税税率水平符合我国产业实际。”

我国汽车进口关税税率
降至3％到15％之间

国内消费者都希望汽车能够降价，此次降税后汽车
价格能否下降？

这位负责人说，汽车价格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进
口关税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从汽车售价看，厂商确
定的市场指导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汽车的最终售
价，关税与厂商市场指导价之间有一定联系，降低关税
是降价的因素，但汽车是否降价以及降幅多少都是市
场行为。

“我们旨在通过降低进口关税促进汽车产业加强竞
争，引导汽车产业提质增效。我们希望通过降税能促使汽
车价格下降，让消费者得到更多实惠。”这位负责人表示。

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在我国市场指导价约90
万元的进口汽车为例，该车进口到岸价24万元人民币，
关税税率为25％时，关税税额为6万元。关税税额占厂
商在我国市场指导价的7％。

此次降税后，关税税率由25％降为15％，这款进口车
将征收关税3.6万元，相比降税前减少2.4万元。受降低关
税影响，汽车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也将相应降低。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这次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
税后，汽车产业需要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汽车整车
及零部件是否会继续降低进口关税，将主要根据汽车产
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变化情况而定。

“我们将继续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促进汽车产业提质增效，不断提升我国汽车产业
竞争力。”这位负责人强调。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汽车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将相应降低

继月初北京“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
的磋商后，5月15日至19日，中美经贸代
表团聚首华盛顿，进行“积极、务实、富有建
设性和成果”的磋商。短短半个月内，中美
对话渐入佳境。

当地时间19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就
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多位长期关
注中美关系的专家认为，从对抗到对话，再
到此次签署联合声明，达成一系列机制性
安排，中美经贸合作迈出重要步伐，此次磋
商将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历史
性事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相向而行，磋商“积极、务
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

本月3日至4日，中美经贸代表团在北京
举行过一轮磋商。应美国政府邀请，此番转
场再谈，中方派出由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
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领衔的高级别代表团。

刘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此次中美
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
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这是一
次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访问，
双方就发展积极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达成
许多共识。”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也对记者表示，
美中两国已就框架问题达成协议，同意停
打贸易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
长张宇燕告诉新华社记者，从北京磋商的

“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到华盛顿磋商
的“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显而
易见，两国的共同努力已经起了“化学反
应”，成功避免了双输。

“中美双方能在短期内再次坐下来谈，
说明两国都对深入沟通抱有相当大的诚意
和期待，”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战略经济研
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说，“谈判，无论结果
如何，都比单纯对抗成本低、获利多。应该
说，中美经贸磋商正渐入佳境。”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方代表团访美，
不仅与美方谈判代表对话，还与包括美国
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内的非直接参与磋商的
中美关系重要人士广泛接触。美国总统特
朗普当地时间17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会见了刘鹤。

“这些直接谈判以外的活动意义耐人
寻味，”李永说，“体现了中美双方对此次磋
商的高度重视。”

专家认为，中美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并达
成重要共识，是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的成
果，来之不易，这也表明，中美双方完全有能
力通过对话磋商而非对抗中伤来弥合分歧。

合则两利，中美相互扩大
开放才是正道

此轮中美经贸磋商，最大看点是双方

签署了联合声明。
中美双方将在能源、农产品、医疗、高

科技产品、金融等领域加强贸易合作，并将
继续加强相互投资和深化知识产权保护领
域的合作。

“应该看到，中方扩大从美国进口农产
品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首先符合中国自
身利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
说，以天然气为例，去年冬季我国部分地区
遭遇气荒，一大因素是我国自有产能难以
满足百姓需求。

他认为，在新旧动能转换期，中国扩大
从美国的能源和农产品等进口，将更好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中
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美方削
减贸易赤字，夯实中美两国天然的经贸合
作伙伴关系。

根据联合声明，此次中美双方同意，将
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
逆差。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
国友认为，化解美中贸易逆差，加强沟
通十分重要。美国应更全面、历史地看
待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背景根源以
及双方为缩小贸易不平衡做出的共同
努力。在中国扩大进口的同时，美国也
应更具信心地放宽出口管制，为彼此直
接投资和市场准入创造更为有利的条
件。

沟通互信，构建新型大国
经贸关系的密钥

此次中方代表团访美磋商，无疑迈出
了化解中美经贸摩擦的历史性一步。但也
要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两国经
贸关系多年来的结构性问题仍需要时间。

由200多家美国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
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对美中两国政府诚
心谈判感到鼓舞，希望两国延续良好磋商
势头，促进达成更多互利共赢的共识。

“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是符合历史潮
流的，无人能挡，面对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可
能遇到的新曲折新矛盾，我们要冷静看待，坚
持对话，妥善处理。”刘鹤对媒体如此表示。

“此次联合声明中，双方同意继续就此
保持高层沟通，积极寻求解决各自关注的
经贸问题，进一步释放了中美经贸关系向
好的信号。”宋国友说，“从较高的政府工作
层面维护良性中美关系，加强整体对话协
商，对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合作共赢，让各方对未来中美深化经
贸合作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充满期待。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认
为，尽管一两次磋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只要把短期的成功磋商与确立解决两国
结构性问题的可信程序结合起来，会让外
界对两国关系良性发展增加信心和信任。

“全球化正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中美作为重要大国，有维持国际经济治理
结构的义务。”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钟伟说，中美通过加强对话沟通，进一
步深化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必将给两国
乃至全世界带来更多机遇。

（记者刘红霞、于佳欣、高攀、张辛欣、
申铖）（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透视中美华盛顿经贸磋商成果传递的积极信号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长沙5月20
日电 （记者 刘良恒）从
长沙城出发，沿湘江东岸
北上，大约30多公里就到
了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
道，郭亮纪念园坐落于当
地一个丘陵起伏、草木葱
茏的小村子里。

郭亮，又名靖嘉，湖南
长沙人，1901年12月3日
出生于望城县铜官镇射山
冲上文家坝（今望城区铜
官街道郭亮村）。郭亮是
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毛泽
东在延安谈起郭亮时，赞
扬郭亮是“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1916年，郭亮在长沙长郡联立中学学习。1920年秋，考入湖
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当时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郭亮经常去
向他求教。经毛泽东介绍，郭亮加入新民学会。不久，加入了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郭亮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党。

入党后，郭亮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先后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
副总干事、总干事，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委
工运部部长，成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1922年8月，郭亮被派到湖南岳阳从事铁路工人运动，组织
工人成立粤汉铁路岳州工人俱乐部，9月，为抗议铁路当局虐待工
人，他带头卧轨，发动了震撼全国的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7年5月，郭亮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
候补委员。不久，任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大革命失败后，郭
亮到贺龙第二十军做政治工作，随部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1928年1月，郭亮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到岳阳组织武装起
义。他在岳阳化名李材开了家“李记煤栈”作为特委机关，又开了
一处饭铺做地下秘密交通站，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发动工农开展
武装斗争。由于他的努力工作，湘鄂赣三省边界的党组织得到恢
复和发展。

1928年3月27日，由于叛徒告密，郭亮在岳阳被捕，于第二
天押送长沙，29日被秘密杀害于长沙司门口前坪，年仅27岁。郭
亮被害前，给妻子李灿英写了一封遗书，“望善抚吾儿，以继余
志！”表现了他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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