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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恒顺新型调味品有限公司物控
部仓储部门，随处可见一个小巧而忙碌
的身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时而
在开叉车装货，时而在开票做账，时而
又在制作会议汇报PPT……

她叫王香菱，是恒顺新型调味品有
限公司一名普通的仓库保管员。作为
一个还在哺乳期的新晋宝妈，她已经记
不清自己有多久没能准时下班了。有
时加班晚了，再驱车一个小时回到远在
新区的家中，嗷嗷待哺的女儿已经睡
着，而第二天早上出门时宝贝儿还没
醒。作为一位母亲，她对宝宝深感歉
疚；但是作为新调的一员，在部门人手
紧缺时，为确保发货的及时性，她克服
困难，主动要求加班，牺牲“小我”，心怀

“大局”。她说，在新调公司工作已经7
年多了，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家，家人
之间理应相亲相爱、互帮互助。只要是
对集体有利的，我多承担一点儿也没什

么关系。
对此，同事贡玉香深有感触：“5月

下旬的一天，因身体不适，我需要去医
院检查，轮到加班的我正犯难，谁知已
连续多天加班的王香菱竟主动提出她
来加班，独自一人坚守岗位。当时我真
的很感动。”

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物控部
分管副总丁家俊都看在眼里，他说:“王
香菱身上所体现出的年轻人不怕苦、不
怕累，勇挑担子，敢于担当的敬业精神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我们的员工
就应该永葆朝气、锐气，凝心聚力，砥砺
前行，奋力开创公司发展的新时代。”

一滴水见太阳，恒顺新型调味品公
司正是有着一大批像王香菱这样的员
工，公司效益连年增长，形势喜人。今
年上半年仅麻油出口销售（含税）就达
89.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4%。

陶春 臧婷 摄影报道

恒顺最美仓管员

看到孩子就忘了疲劳忙碌而和谐的小集体

王香菱在清点库存王香菱在清点库存

为客户热心服务王香菱在仓库发货企业越红火，仓管员越忙 工作不容半点马虎

工作中的最美仓管员工作中的最美仓管员

工作中的王香菱像一个“女汉子”

2018年 7月 6日，美国宣布
开始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
25％的关税。

“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发动了
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
易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
应说。

来自权威专家和企业界的声
音表明，美国对中国开火，实际是
向全世界开火，美国企业和人民
利益也会深受损害。中国不会因
此退缩，必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共
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将
改革开放之路坚定走下去。

面对美贸易霸凌主义
中国坚决应战

美国宣布对 340亿美元中国
产品开始加征25％关税的第一时
间，中国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

关税措施已于北京时间6日12：01
正式实施。

“来而不往非礼也。中方承
诺不打第一枪，但为了捍卫国家
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得
不被迫作出必要反击。”中国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说。

不得不、被迫、必要——这些
表述背后一个重要信号是，中国
从不希望打贸易战，但当国家和
人民利益受到损害时，一定会坚
决应战。

专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今天，美国
公然挥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大棒，一而再、再而三挑起对华
经贸摩擦，是一种典型的贸易霸
凌主义。表面看美国是以贸易
不公平为由希望缩减贸易逆差，
实际是企图全面遏制中国发展
的步伐，意图保持美国在世界上

的霸主和领先地位。

美加征关税
也会损害美国企业利益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
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悍然发动
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对全球
经济的影响无疑巨大。一段时间
以来，全球股市的波动凸显世界
各国对中美贸易战的关注。

国内多家涉中美贸易的企业
负责人对记者说，此次美加征关
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一
时影响不可避免，但我们有信心
通过技术创新、寻找替代市场逐
渐减少对美国市场依赖。”山东歌
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吉永说。

专家指出，如果贸易战继续
升级，势必会对全球多边贸易
体系带来巨大冲击，并波及全

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说，在全球经
济发展充满各种不确定性背景
下，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对
整个金融市场都有很多影响，也
将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

做好自己的事
中方坚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贸易
霸 凌 主 义 无 疑 会 失 掉 全 球 民
心。推动全球贸易开放，推动全
球经济发展，中国关键要做好自
己的事情。

“我们将及时向世贸组织通
报相关情况，并与世界各国一
道，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体
制。同时，中方再度重申，我们
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保护企业家精神，强化产权
保护，为世界各国在华企业创造
良好营商环境。我们将持续评
估有关企业所受影响，并将努力
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企业。”中国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

“美国现在这种单方面举措实
际上是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不尊重
和践踏。”金融40人论坛高级研究
员哈继铭说，中国应当维护全球自
由贸易和多边体制，并且和其他国
家携手一起来捍卫这种体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
席研究员张燕生说，应对风险，
最好的策略是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真正把经济推向高质量发
展。“危中有机。对企业而言，要
善于把握冲突中的机遇，把贸易
战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
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破解主要矛
盾的重大转机。” 据新华社电

美发动对华贸易战不得人心

中方坚决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

国际社会担忧美国贸易霸凌搅乱世界经济

新华时评

美国的贸易霸凌，说白了是美国在世界贸易
“斗转星移”的背景下，为重塑其贸易霸主地位，
不惜扮演国际贸易规则破坏者的角色。这种贸
易霸凌，不仅针对中国，也面向全世界，欧盟、加
拿大、墨西哥等都未能幸免。对于这场无法避免
的遭遇战，我们不得不被迫作出必要反击。

面对贸易霸凌主义和各种不确定因素，焦
虑恐慌或盲目自大皆不可取，保持头脑清醒、
增强战略定力、沉着冷静应对，才是我们应有
的应战姿态。

应战贸易霸凌主义，我们有快速的反制
力，更有持久的耐力。中美经贸关系的长期
性、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双方的贸易战是一
场持久战。既然如此，就要看谁能坚持得更
久，而不是谁开枪更早、叫得更凶。中国有13
亿多人口的全世界最大消费市场，有全球最多
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完整的产业链，有不断扩
大的朋友圈，即使到了最困难的时候，通过继
续扩大开放，扩大内需市场，我们照样能增强
实力，化解压力。中国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有
全体人民众志成城的精神支撑，有改革开放40
年形成的坚实国力，这都成为我们应对经贸战
更长久、更深厚的力量源泉。

《孙子兵法》云：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
人。应战贸易霸凌主义，关键还是要做好自己
的事。凡是战争，必有代价，但既然不可避免，
就坚决应对、化危为机。这次贸易战也让我们
清醒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归根
结底要靠本国人民自己努力奋斗，绝不可能靠
别人“恩赐”，自主创新，自力更生，深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下
去，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并让真正的贸易伙伴从中受益。

应战贸易霸凌主义，还需要用更加开放的
胸怀拥抱世界。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证明，只
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再严峻的挑战
我们也能战胜，经历风雨茁壮成长。中国会同
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
将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
单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主动降低汽车关税、继续为世界各国在华企业
创造良好营商环境……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作
答：扩大开放脚步不停，既是中国坚持自身发展
道路的自主选择，也是与世界分享发展红利的
大国姿态。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美国政府6日起对从中国进
口的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
关税。针对美国这一贸易霸凌主
义行径，国际社会表达了强烈不
满，并担忧美国此举将干扰全球
产业链和贸易流，进而给全球经
济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霸凌行径
置全球经济于不顾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6
日表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世界经济
的平稳增长意义重大。两国贸易
摩擦对世界经济将造成负面影
响。《日本经济新闻》6日援引经合
组织的分析说，如果加征关税导

致中美欧贸易成本上升 10%，全
球国内生产总值将被拉低1.4%。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表示，一
场全面贸易战可能会明显拖累全
球经济增长，其破坏程度已远远
超出提高关税的直接经济影响。
据英国央行测算，如果美国与其
所有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税升高10
个百分点，仅通过贸易渠道就可
能使美国经济产出减少 2.5%，全
球产出减少1%。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卡尼的
话说，如果全球商业信心下降，金
融状况收紧，增税被视为永久性
的，那可能会导致产出损失翻
倍。他警告，失去贸易开放性可
能会拖累全球劳动生产率提高。

“这场贸易战是失去理智的，
华盛顿当局以不负责任的方式，
将世界经济置于危险境地。”法国

《世界报》6日刊发社论指出。

美国加征关税
害人更害己

“那些最初相信‘美国优先’
政策会带来好处的美国人，当站
到沃尔玛空货架或看到商品价格
大涨时，才会明白这一政策的后
果。”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桑
德·施耐德说。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会长
马修·谢伊警告，加征关税不能保
护美国就业，反而会推高一系列
产品价格。最终为美国加税买单

的将是美国消费者。
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会长丹

尼斯·斯莱特说，美国加征关税的
进口产品涉及关键零部件，这会
推高美国制造业成本，令设备制
造业130万就业岗位面临危险。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试图用双
边关税壁垒解决本国在多边贸易中
的赤字问题，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
罗奇对新华社记者说，“此举不过转
移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而无法消除
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

没有国家
能从贸易战中获益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中

国问题专家罗尔夫·朗哈默警告，
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那些已在
中美投资建厂的欧盟企业将不可
避免受到波及。针对德国媒体关
于欧洲能否从中美经贸摩擦中渔
翁得利的问题，柏林自由大学教授
施耐德说，贸易战对所有参与经济
体和企业都只会带来损害，特朗普
政府对世贸组织的破坏，既不符合
中国利益，也不符合德国利益。

阿根廷“亚洲与阿根廷”研究
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古斯塔沃·吉拉
多表示，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不合
理关税，所冲击的不仅仅是中国和
美国企业，还将影响整个国际产业
链，损害产业链上所有国家的利
益。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应战美贸易霸凌主义
我们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