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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方近期称中方
在贸易摩擦中的反制涉及干涉美国内
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1日表示，这
是中方为捍卫自身利益和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作出的理性、克制反应，无意干涉美
国内政。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强调说，美方挑起并不断升级
贸易摩擦，为维护两国经贸合作大局，中
方不愿打贸易战。中方维护中美经贸关
系健康发展的初衷没有改变，捍卫自身
正当权益的决心也不会改变。

美方还有声音指责中方在贸易摩擦
中试图以威胁方式影响美国商界领袖，对

此高峰说，中国对于美国的企业和企业家
始终是欢迎的，相信他们自有评判。

“据我们了解，倒是有不少美国商界
领袖不赞成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
施。”他说。

美方还称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措施
以逼迫中方进一步开放，高峰回应说，美
方霸凌主义、极限施压的做法，对中国不
起作用。可能美国对运用所谓自身实力
干预别国经济的做法已习以为常，但升
级贸易摩擦无助于双方分歧解决。同
时，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稳中
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新动能正在加快
成长，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电 受美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
三”拖累，11日A股主要股指集体重挫。上证
综指失守2600点，深市三大股指跌幅均高达逾
6%。行业板块悉数告跌的同时，A股再度上演

“千股跌停”。
当日上证综指以2643.07点跳空低开，早盘

上摸2661.29点后开始震荡走低。午后沪指击
穿2600点整数位并下探2560.32点后，最终以
2583.46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大跌142.38点，
并以5.22%的幅度创下2016年2月以来的最大
单日跌幅。

深市三大股指表现更弱。深证成指收
报 7524.09 点 ，跌 486.60 点 ，跌 幅 达 到
6.07% 。 创 业 板 指 数 跌 6.30% ，收 盘 报

1261.88点。中小板指数以 5069.94点报收，
跌幅也达到了6.22%。

股指重挫的同时，沪深两市个股普跌，仅
70余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ST个股，两市
仅20只个股涨停，跌停个股则超过千只。

行业板块悉数收跌，且除贵金属板块外，
其余板块跌幅均超过3%。综合类、葡萄酒、通
信设备、仪器仪表等多个板块录得8%以上的
巨大跌幅。

沪深B指同步深幅调整。上证B指大跌
4.89%至271.15点，深证B指收报905.74点，跌
幅也达到了4.07%。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1701亿元和1886亿元，
总量接近360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显著放大。

商务部谈中美经贸摩擦

极限施压的做法
对中国不起作用

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墨加贸易协定
中的相关条款，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1日表示，建立自贸区应该秉持开放包
容原则，不应限制其他成员的对外关系
能力，不应该搞排他主义。

美墨加贸易协定于近日达成，其中
一条款规定，如果该协定中任一成员国
要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贸协议，必
须提前三个月通知其他成员国，而其他
成员国可以在六个月后退出并建立其自
己的双边贸易协定，该条款被舆论认为
剑指中国。

对此高峰表示，中方多次强调，在世

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中，没有关于“非市
场经济国家”的条款，其仅存在于个别成
员的国内法中。中方反对将一国国内法
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将一国意愿强加于
人的做法。

高峰指出，对于美墨加贸易协定的有
关内容，中方认为，一个国家应当在相互尊
重、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原则基础上，凭借
市场潜力、政策环境等要素，吸引贸易伙伴。

“我们相信每个经济体都有发展对
外经贸关系的自主权，也会根据互利共
赢的合作需要，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高峰说。

据新华社电针对美方近期将中国经
济发展归功于美国对华的贸易投资，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1日表示，美方言
论罔顾中美经贸合作事实，混淆视听。
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中国自身不
断推进改革开放得来的。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回应的。中方数据显示，自
1987年我国有外资统计以来，中国累计
实际利用外资20026亿美元，其中美国对
华投资813.6亿美元，占4.06%。

“我们不否认美国投资对中国经济
发展的贡献，但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
是中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靠中国人民
自己奋斗干出来的。”他说。

高峰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
经贸合作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不断
向世界开放市场，中国对全球经济贸易
增长的贡献有目共睹。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统计，自2013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30%。据世贸
组织统计，自2001年至2017年，中国货
物贸易进口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由
3.8%增加到10.2%，服务贸易进口比重由
2.7%增加到9.1%。

他强调说，中国从来没有、永远也不
会搞所谓的“经济侵略”。相反，中方希望
与所有经贸合作伙伴共享机遇，共同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高峰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
年，中国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推动中国经济
在开放条件下向高质量发展。

针对美方指责中方采取所谓的与自
由和公平贸易不相符的政策工具，高峰表
示，我们始终恪守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
规则，希望美方不要为推行单边主义和保
护主义寻找借口，应该以建设性方式，采取
务实举措，真正维护中美经贸合作的良性
发展，维护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

中国的发展来自自身不断推进改革开放

商务部回应美墨加贸易协定有关条款

建自贸区不应搞排他主义

据新华社电 10月11日，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全国人
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王三运受贿一案。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
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三运及其辩护人
到庭参加诉讼。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1993年至2017年，被告人王三运利用
担任中共贵州省六盘水市委书记、贵州省
委副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及甘肃省
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或
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

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
在入股银行、工程承揽和职务晋升等事项
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
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6685万余元，依法应当以受贿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被告人王三运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
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
见，王三运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
示认罪悔罪。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俄载人飞船发射失败 宇航员紧急着陆生还
据新华社电 载有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的

一艘俄罗斯飞船11日发射失败。两名宇航员
紧急着陆后生还，并与地面飞行控制中心恢复
通信。

据俄罗斯航天集团发布的消息，莫斯科
时间当天 11时 40分（北京时间 16时 40分），
载有宇航员的“联盟ＭＳ－10”飞船由“联
盟－ＦＧ”型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

拜科努尔发射升空。起飞约119秒后，火箭第
一级分离，位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被抛下，但
火箭第二级的发动机突然关闭，此后乘员舱
与火箭紧急分离，并抛出降落伞着陆。

俄航天集团说，飞船上的俄宇航员阿列克
谢·奥夫奇宁和美国宇航员尼克·黑格均告生还，
并与地面飞行控制中心进行了通信联络。他们
按原计划将在国际空间站驻守约半年。

据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网站消息，当地时
间 10 月 9 日下午，巴黎警察局主管中国公
民安全事务的负责人致电使馆，通报法国
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在华侨华人居住较为
集中的巴黎郊区 93 省欧拜赫维利耶市，破
获了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的犯罪团伙，并
抓获 11名案犯。

该犯罪团伙从2018年8月19日至10月2
日，共实施了13起针对中国人的暴力抢劫，他

们专门盯梢、尾随从餐馆或从公司回家的中国
人至家门口，伺机实施抢劫。

警方通过报案人提供的线索等抓获11名
案犯，并在犯罪团伙住处查获一批赃物，其中
有名贵手表和名牌手包等。目前警方正在对
此案进行调查。

中国驻法使馆再次提醒在法中国公民提
高警惕，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注意人身财产安
全。 中新

A股再现“千股跌停”上证失守2600点

巴黎警方破获专门针对中国人犯罪团伙

王三运受贿案一审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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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方近期称中方
在贸易摩擦中的反制涉及干涉美国内
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1日表示，这
是中方为捍卫自身利益和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作出的理性、克制反应，无意干涉美
国内政。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强调说，美方挑起并不断升级
贸易摩擦，为维护两国经贸合作大局，中
方不愿打贸易战。中方维护中美经贸关
系健康发展的初衷没有改变，捍卫自身
正当权益的决心也不会改变。

美方还有声音指责中方在贸易摩擦
中试图以威胁方式影响美国商界领袖，对

此高峰说，中国对于美国的企业和企业家
始终是欢迎的，相信他们自有评判。

“据我们了解，倒是有不少美国商界
领袖不赞成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
施。”他说。

美方还称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措施
以逼迫中方进一步开放，高峰回应说，美
方霸凌主义、极限施压的做法，对中国不
起作用。可能美国对运用所谓自身实力
干预别国经济的做法已习以为常，但升
级贸易摩擦无助于双方分歧解决。同
时，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稳中
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新动能正在加快
成长，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电 受美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
三”拖累，11日A股主要股指集体重挫。上证
综指失守2600点，深市三大股指跌幅均高达逾
6%。行业板块悉数告跌的同时，A股再度上演

“千股跌停”。
当日上证综指以2643.07点跳空低开，早盘

上摸2661.29点后开始震荡走低。午后沪指击
穿2600点整数位并下探2560.32点后，最终以
2583.46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大跌142.38点，
并以5.22%的幅度创下2016年2月以来的最大
单日跌幅。

深市三大股指表现更弱。深证成指收
报 7524.09 点 ，跌 486.60 点 ，跌 幅 达 到
6.07% 。 创 业 板 指 数 跌 6.30% ，收 盘 报

1261.88点。中小板指数以 5069.94点报收，
跌幅也达到了6.22%。

股指重挫的同时，沪深两市个股普跌，仅
70余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ST个股，两市
仅20只个股涨停，跌停个股则超过千只。

行业板块悉数收跌，且除贵金属板块外，
其余板块跌幅均超过3%。综合类、葡萄酒、通
信设备、仪器仪表等多个板块录得8%以上的
巨大跌幅。

沪深B指同步深幅调整。上证B指大跌
4.89%至271.15点，深证B指收报905.74点，跌
幅也达到了4.07%。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1701亿元和1886亿元，
总量接近360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显著放大。

商务部谈中美经贸摩擦

极限施压的做法
对中国不起作用

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墨加贸易协定
中的相关条款，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1日表示，建立自贸区应该秉持开放包
容原则，不应限制其他成员的对外关系
能力，不应该搞排他主义。

美墨加贸易协定于近日达成，其中
一条款规定，如果该协定中任一成员国
要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贸协议，必
须提前三个月通知其他成员国，而其他
成员国可以在六个月后退出并建立其自
己的双边贸易协定，该条款被舆论认为
剑指中国。

对此高峰表示，中方多次强调，在世

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中，没有关于“非市
场经济国家”的条款，其仅存在于个别成
员的国内法中。中方反对将一国国内法
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将一国意愿强加于
人的做法。

高峰指出，对于美墨加贸易协定的有
关内容，中方认为，一个国家应当在相互尊
重、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原则基础上，凭借
市场潜力、政策环境等要素，吸引贸易伙伴。

“我们相信每个经济体都有发展对
外经贸关系的自主权，也会根据互利共
赢的合作需要，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高峰说。

据新华社电针对美方近期将中国经
济发展归功于美国对华的贸易投资，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1日表示，美方言
论罔顾中美经贸合作事实，混淆视听。
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中国自身不
断推进改革开放得来的。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回应的。中方数据显示，自
1987年我国有外资统计以来，中国累计
实际利用外资20026亿美元，其中美国对
华投资813.6亿美元，占4.06%。

“我们不否认美国投资对中国经济
发展的贡献，但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
是中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靠中国人民
自己奋斗干出来的。”他说。

高峰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
经贸合作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不断
向世界开放市场，中国对全球经济贸易
增长的贡献有目共睹。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统计，自2013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30%。据世贸
组织统计，自2001年至2017年，中国货
物贸易进口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由
3.8%增加到10.2%，服务贸易进口比重由
2.7%增加到9.1%。

他强调说，中国从来没有、永远也不
会搞所谓的“经济侵略”。相反，中方希望
与所有经贸合作伙伴共享机遇，共同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高峰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
年，中国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推动中国经济
在开放条件下向高质量发展。

针对美方指责中方采取所谓的与自
由和公平贸易不相符的政策工具，高峰表
示，我们始终恪守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
规则，希望美方不要为推行单边主义和保
护主义寻找借口，应该以建设性方式，采取
务实举措，真正维护中美经贸合作的良性
发展，维护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

中国的发展来自自身不断推进改革开放

商务部回应美墨加贸易协定有关条款

建自贸区不应搞排他主义

据新华社电 10月11日，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全国人
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王三运受贿一案。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
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三运及其辩护人
到庭参加诉讼。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1993年至2017年，被告人王三运利用
担任中共贵州省六盘水市委书记、贵州省
委副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及甘肃省
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或
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

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
在入股银行、工程承揽和职务晋升等事项
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
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6685万余元，依法应当以受贿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被告人王三运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
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
见，王三运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
示认罪悔罪。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俄载人飞船发射失败 宇航员紧急着陆生还
据新华社电 载有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的

一艘俄罗斯飞船11日发射失败。两名宇航员
紧急着陆后生还，并与地面飞行控制中心恢复
通信。

据俄罗斯航天集团发布的消息，莫斯科
时间当天 11时 40分（北京时间 16时 40分），
载有宇航员的“联盟ＭＳ－10”飞船由“联
盟－ＦＧ”型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

拜科努尔发射升空。起飞约119秒后，火箭第
一级分离，位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被抛下，但
火箭第二级的发动机突然关闭，此后乘员舱
与火箭紧急分离，并抛出降落伞着陆。

俄航天集团说，飞船上的俄宇航员阿列克
谢·奥夫奇宁和美国宇航员尼克·黑格均告生还，
并与地面飞行控制中心进行了通信联络。他们
按原计划将在国际空间站驻守约半年。

据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网站消息，当地时
间 10 月 9 日下午，巴黎警察局主管中国公
民安全事务的负责人致电使馆，通报法国
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在华侨华人居住较为
集中的巴黎郊区 93 省欧拜赫维利耶市，破
获了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的犯罪团伙，并
抓获 11名案犯。

该犯罪团伙从2018年8月19日至10月2
日，共实施了13起针对中国人的暴力抢劫，他

们专门盯梢、尾随从餐馆或从公司回家的中国
人至家门口，伺机实施抢劫。

警方通过报案人提供的线索等抓获11名
案犯，并在犯罪团伙住处查获一批赃物，其中
有名贵手表和名牌手包等。目前警方正在对
此案进行调查。

中国驻法使馆再次提醒在法中国公民提
高警惕，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注意人身财产安
全。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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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警方破获专门针对中国人犯罪团伙

王三运受贿案一审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