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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文章

“保护消费者的最有效方法是国内的

自由竞争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贸易。”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

曼的这句名言，对于当下有着深刻的启发

意义。

贸易合作带来双赢、贸易冲突没有赢

家，这是一个早已被世界历史反复证明的

道理。然而，美国一些政客完全无视经济

规律，完全脱离中美经贸结构高度互补、

利益深度交融的基本事实，先是抛出“美

国吃亏论”，宣称“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我

们每年损失 5000亿美元”，抱怨“中国出口

过剩掏空美国中西部工业地区”“美国损

失了数百万制造业岗位”；随后又炮制“加

征关税有利论”，高呼“今后，我们将从中

国收取数千亿美元的关税”，鼓吹增收关

税对美国经济和国民福利都是好事。于

是，护佑民生福祉、增加国民福利，不仅成

了这些政客挑起贸易争端的“正当理由”，

也成了挥舞关税大棒将带来的“胜利结

果”。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市场经济条

件下，没有谁能强取豪夺。那些所谓加征

关税“将为我们的国家带来更多财富，甚

至超过传统类型的惊人交易”的说辞，不

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那些所谓加征关税

增加美国国民福祉的论调，无非是凭空臆

造的假象。近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发

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警告称：“这些上调的

关税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扭曲，并导致美

国关税收入减少。非常高的税率可能导

致关税收入下降，因为进口商将停止从一

个被加征关税的国家进口商品，并寻求从

其他国家（效率较低）的生产商那里进口

商品。”一项统计数据也显示，加征关税使

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去年每月损失 44 亿

美元，且美国收取的关税收入“不足以弥

补购买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所承受的损

失”。就连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

洛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中国人没有为输美

产品直接支付关税，中美双方都会因关税

承受损失。

把加征关税说成是“护佑民生”，更是

无稽之谈。《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加征更

高关税，将对美国普通消费者产生巨大影

响，因为涉及的是一系列消费品，消费者

将会面临更高的价格。更为直观的，是芝

加哥大学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

联合研究，研究者用“洗衣机的例子”来证

明关税提高对消费品的影响。结果显示，

自 2018 年 1 月美国对进口洗衣机加征关

税以来，洗衣机的平均价格上涨了 12%，

美国消费者每年在洗衣机和烘干机上的

支出增加了 15 亿美元，每台洗衣机要多

花 86 美元，每台烘干机要多花 92 美元。

美方所加征的关税，最终只会通过其国内

进口商、批发商、零售商，转嫁到美国国内

消费者身上。不仅如此，根据代表美国

150多家贸易协会的“关税伤害美国腹地”

组织估算，将关税上调至 25%会损害近

100 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并加大金融市场

动荡。一言以蔽之，加征关税给美国人带

来的绝非“福音”，而是“噩梦”，为关税“埋

单”的最终还是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界。

在雄辩的事实面前、在强烈的反对声

下，即便是那些美国政客，也不得不改口，

以所谓“短期会疼，长期会赢”，继续为升

级经贸摩擦寻找借口。然而，对于美国民

众而言，短期肯定会疼，长期也未必会

赢。以美国豆农为例，他们不仅要面临种

多少大豆、要不要将已储存的大豆低价卖

出的困扰，更可能要面临失去中国市场的

冲击。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花了 40 年

时间才赢得的市场”，一朝失去，不知何日

才能复得。

当前，尽管中美两国在合作中不时遭

遇摩擦和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两

国各领域合作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超历史

上任何时期。这正说明中美两国合作共

赢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各

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之，如果为了一己

私利，执意逆潮流而动，结果只能是损人

不利己。正如英国《卫报》一针见血地指出

的，与中国的贸易战几乎伤害了美国经济

的每一个领域，几乎没有产生赢家。加征

关税，绝非“搬梯子”，而是“扔砖头”。随着

时间的推移，无论是世界人民，还是美国人

民，都将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搬梯子，还是扔砖头
——看清美国某些政客“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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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田海涛

2018年，安阳市烟草业转型升
级工作成效明显，省产卷烟销量份
额、销售额份额连续 2 年实现增
长。2019年，我们将进一步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烟草业转型升级的
各项决策部署，持续巩固转型升级
发展成果，着力建设提升省产烟结
构试点，确保各项综合指标继续保
持在全省第一方阵。

一、优化运行机制，为
省产烟结构试点提供组织
保障

充分发挥政府统一领导和牵总
作用。进一步细化各专业组职责，
完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推进各
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多方联动，
凝聚合力。坚持每月专题研究烟草
业转型升级工作，坚持每季度召开
一次运行调度会，协调监督各县
（市、区）进展情况。同时，积极组织
各成员单位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商务活动等工作中营造促进转型升
级的深厚氛围。

充分调动烟草系统体制机制活
力。深入推进烟草工商企业协同打
造省产烟竞争优势，促进烟草业协
调发展、共同发展。针对无证运输、
大户监管、串码查处、无证经营等方
面开展市场监管劳动竞赛，定期通
报评比，严格兑现奖惩，始终保持综
合治理的高压态势，营造良好的省
产烟发展环境。

二、强化品牌培育，为
省产烟结构试点释放市场
改革红利

安阳市将聚焦省产卷烟重点规
格、重点市场，积极谋划品牌布局和
市场布局，实施品牌培育和市场基
础提升双轮驱动，提升客户服务水
平。

坚持把结构提升建立在扎实
培育一、二类烟的基础上。进一
步巩固省产一类卷烟品牌培育成
果，充分发挥二类烟主导产品优

势，做实做细消费开发。特别是
充分发挥市场细支烟占比高的优
势，全面开展了省产细支烟培育
攻坚活动。

坚持把结构提升建立在增强渠
道的支撑力上。进一步做好现代终
端建设，助推省产一、二类卷烟产品
销售、形象展示、品牌培育。深入推
进自律互助小组建设，进一步发挥

“稳定价格、增加盈利、规范秩序”的
作用，增强广大零售客户培育省产
一、二类卷烟品牌的信心和决心。

三、聚焦攻坚破难，为
省产烟结构试点夯实市场
基础

发挥安阳作为豫北地区桥头堡
的市场优势，加大与周边地市的协
同联动，着力建好豫北板块市场。

一是加快推进省产烟产品布
局。依托辖区内省道联通内外的优

势，全力打造“两横四纵”六条省干
道，通过人员流动，带动省产一、二
类卷烟快速增长。

二是深入推进“百城攻坚”三年
行动计划。着力打造城区、滑县、林
州、安阳县等 4个县区标杆市场，结
合林州旅游资源优势，打造旅游市
场开发标杆，推动省产一、二类卷烟
快速增长。

三是深入推进乡镇市场开发。
着力抓基层、打基础，着力促进乡镇
特色市场建设与“转型升级基层行+
N”活动的深度融合，实现省产烟示
范乡镇全覆盖，有效引领农村一、二
类市场发展。

安阳市政府将进一步提振信
心，强化担当，以建设提升省产烟结
构试点为契机，全面加快烟草业转
型升级步伐，努力谱写中原出彩新
篇章！

(发言人系安阳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
重点在基层系列（八）

落实“3·13”省烟草转型升级推进会议精神系列报道（四）

为贯彻落实省、市关于烟草业转型升级的决策
部署，2018年以来，原阳县紧扣“打源头、防反弹、清
市场、腾空间”的主线，坚持条块结合、部门联动、打
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入开展烟草市场综合治理，狠
抓烟草业转型升级工作。

在过去的一年里，原阳县市场监管局积极发挥
牵头作用，继续加强烟草市场综合治理，组织烟草、
公安、交通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取缔
无照烟草经营户 11家，查办各类烟草案件 51件，查
获涉案真烟 1835.7条，查获假烟、走私烟 573.43条，
涉案卷烟价值共 509.51万余元，罚没款达 118.3028
万元。其中在两起国家网络案件中，原阳县查获涉
案价值共约 494万元，罚金 39万元，捣毁制假窝点
一个，拘留12人，逮捕7人，判刑8人。

过去的一年里,在 2017年取得辉煌成绩的基础
上, 原阳烟草业转型升级工作持续保持了在全新乡
市领先的好态势。截至2018年年底,全县销售卷烟
17806箱,销售省产卷烟 12378箱,省产烟市场份额
达到 69.5%,高出全新乡市均值 7.8个百分点，全新
乡市排名第一。其中,省产一类烟销售 233.7箱,占
同类别销量的12.3%,全新乡市排名第二；省产二类
烟销售 535.0 箱,占同类别销量的 32.4%，全新乡市
排名第一。省产烟单箱收入 21820元,全新乡市排
名第四,超出年度预期目标48元。转型升级指标位
居全新乡市前列,市场环境得到了有效净化,烟草业
转型升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在新的一年里，原阳县继续在省、市、县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再接再厉，查漏补缺，不断加强烟草业
转型升级队伍建设，提升执法办案水平，拓宽案件来
源渠道。同时强化对烟草业升级目标任务的考核，
定期召开推进会，完善零售终端建设，扩大“私人定
制”品牌影响，不断提高省产烟的市场份额，助推省
产烟草转型升级。 （张帅）

“豫烟雄风 辉煌河南”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各地在行动

优化运行机制 聚焦攻坚破难
——3月13日省烟草业转型推进会安阳市发言摘要

谱写原阳县
烟草业转型升级新篇章

近日，根据群众举报，许昌禹州市烟草综合治理执法人员连续
捣毁杜某的2个涉假窝点：执法人员首先在花石镇花南村一个废弃
厂院内当场查获切丝机1台、炒锅1个、筛网2个、烟丝210公斤，查
获当时无当事人；后在顺店镇姜村西头杜某家捣毁一藏匿卷烟及
制假原辅材料窝点，当场查获烟叶 1050公斤、烟丝 520公斤、成品
卷烟银针白茶（茶烟）150条，抓获涉案嫌疑人2人。经初步核算涉
案金额共计13.58万余元。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韩红）

禹州市连续捣毁两个卷烟涉假窝点
6月 1日，内黄县烟草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

联合公安机关在内黄县张龙乡005乡道东沈村段王
某所驾驶的车内查获非法收购的卷烟 13个品种 87
条。后根据当事人供述，又在县城西环邮政快递仓
库内查获王某准备向外邮寄的违法卷烟包裹 31
个。此案共计查获违法卷烟黄金叶（天叶）、黄鹤楼
（硬峡骨柔情）、中华（软）、中华（硬）、南京（炫赫门）
等共计15个品种149条，案值51420.60元。经初步
鉴定，该批卷烟为真品卷烟。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张文书）

内黄县查获一起
5万余元无证卷烟运输案件

■郑州市

5月1日至5月31日，郑州市各县（市、区）
及直属各单位烟草市场综治办认真落实各项
工作任务，扎实推进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

共组织集中行动106次，出动执法人员2014人
次，执法车辆430台次，检查零售商户21640户
次，取缔无证商户48户。查处涉烟案件297件，
移交公安机关 15件。查扣假烟走私烟 2631.5
条、真烟 15191.2 条，案值 370.3443万元，罚没
款36.9314万元。省级媒体宣传5次，市级媒体
宣传7次。拘留11人，逮捕1人。 （康新艳）

■洛阳市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洛阳市紧紧围
绕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大局，紧密依靠各成
员单位，统筹协作，大力查处“假、私、非”
卷烟，扎实推进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
共开展烟草市场集中行动 76次，出动执法

人员 1343人次、执法车辆 214车次，检查零
售商户 11967户次，取缔无证商户 4户，查处
涉烟案件 379件，移交公安机关案件 2起，查
获违法卷烟 10533条（其中，假烟走私烟 339
条，真烟非法流通 10194条），案值 130.79万
元，罚没款 6.23万元，刑事拘留 2人。

（司马丹）

地市播报

图为制假窝点原材料库存现场 图为执法人员现场拆除制假烟设备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聂金峰

盛夏烈日炎炎，6月 3日，卢氏县
东明镇当家村 67 岁的贫困户马继
章，一边扯着水管给花椒树浇水，一
边给记者讲自己加入博源花椒种植
专业合作社后得到的好处。

“以前我是种玉米，一季一亩地
能落个500元钱都是多的；现在一亩
地光租金就有 700元，7亩土地的租
金加上每月务工工资 1500多元，一
年能挣2万多元，早脱贫了。”

帮马继章脱贫的博源花椒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带头人叫张博。张博当过
兵，退伍后曾在甘肃陇南创办花椒深
加工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因头
脑灵活、吃苦耐劳，事业蒸蒸日上。

2016年，他得知卢氏县脱贫攻坚激
战正酣，对返乡创业有不少扶持政策。
经过深思熟虑，张博决定回乡创业。

他联系了几名热心创业的同乡，
按照“公司+合作社+贫困户+金融扶
贫+基地”的发展模式，成立了博源
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之初，他就考虑好了
带富模式。

一是入股分红模式，没有劳动能
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利用土地入股
形式加入合作社，土地由合作社管理
种植，每年按照每亩土地净利润10%
分给贫困户，每年每亩地保底分红
700元。二是收入分红模式，有劳动
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土地入股
形式加入合作社，成为正式社员。土
地由贫困户自己管理种植，合作社免

费为社员提供种苗、化肥、农药以及
田间管理技术和后期回收，每亩土地
所得净利润，支付完合作社前期垫付
的各种苗木等费用，其余收入全部归
贫困户所有。每亩中药材种植短期
保底收入 8000 元，3 年后花椒进入
盛果期，年保底收入 1.5万元。三是
劳务增收模式，入社的贫困户经聘
用，来基地长期工作的按照每年 1万
元发放劳务工资，短期务工的每天能
挣 80元至 100元。四是保底脱贫模
式，建档立卡贫困户入社后，综合收
入低于4000元的合作社按入社会员
3000元的标准保底分红。

2016 年，张博把拿到的 200 万

元扶贫贷款和自己以前的资金，投入
1000亩花椒绿色产业扶贫基地建设
中。短短半年时间，合作社规模扩大
了一倍，通过吸收社员，流转土地，先
后在东明镇、范里镇、横涧乡、徐家湾
乡的 20余个村建起了近 2000 亩的
种植基地。

为了带富更多农户，张博先后两
次组织贫困户代表到渑池县、湖滨区
等地考察学习花椒栽植技术；5次联系
西北农林大学教授到公司为300多户
贫困户授课，指导技术管理；投资320
万元栽植花椒900亩的扶贫基地无偿
返还给当地贫困户和农户，公司免费
为其提供产中技术指导及产后回收服
务。3年来，通过土地流转、劳务增收、
产权入股等形式，张博累计带动全县
327户贫困户在扶贫基地务工，使每户
贫困户年均增收1.2万元以上。

2019 年 5 月，张博获得河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③9

奋斗的人生最美

6 月 8 日，游
客在福州三坊七
巷 的 官 巷 游 览。
近年来，福州在保
护好古建筑和文
物的基础上先后
对 10 多个历史街
区进行了修缮升
级，让一批批历史
建筑重新焕发生
机。新华社发

福州古厝
重焕生机

——返乡创业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