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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式对中国启动 301 调查

保护知识产权 保护美国工人
川普：作为美国总统，保
护美国工人、技术和产业免于
遭受不公和滥用行为是我的职
责。我们将挺身面对任何非法
强制美国企业转让珍贵技术以
换取市场准入的国家。

美国总统川普展示他签署的授权调查中国贸易行为的行政备忘录。
■ 本报记者李永田洛杉矶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星期五（8 月 18 日）
宣布对中国正式启动一项“301 调查”。
川普总统星期一（8 月 14 日）
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
贸易代表调查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
让技术以及中国据称盗窃美国知识
产权的问题。
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贸易代
表莱特希泽大使星期五说：“川普
总统星期一指示我查看有可能伤害
美国知识产权、创新或技术发展的
中国法律、政策和做法。在与利益
相关方和政府其它机构磋商后，我
已决定这些关键问题值得彻底调查。
我通知总统，依照《1974 年贸易法》
301 条款，我今天开始一项调查。”
有关这项调查的细节，包括公
共评论和公听会的时间安排，将由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网站上另行
通知并发表在《联邦公报》上。
根据修正过的《1974 年贸易法》
301 条款，美国贸易代表有广泛的权
威对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作出回应。
川普最近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决议，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以惩罚
平壤方的导弹试射与核项目。北京
星期一宣布，按照新的制裁措施，
禁止从朝鲜进口煤、铁矿、海鲜和
（上接第 2 版）
从而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再次注入强
大的推动力。
8 月 14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在中
美利益相互交融日深，已经形成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格局下，
打贸易战没有前途，没有赢家，只
会双输。
华春莹说，我们也多次强调，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
前不久举行的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
话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双方
确立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正确方向，
即坚持把合作共赢作为发展双边经
贸关系的基本原则，把对话磋商作
为解决分歧的基本方法，把保持重

其它产品。但川普也经常抱怨美国
对中国的常年贸易逆差。2016 年美
国 对 中 国 的 贸 易 逆 差 为 3470 亿 美
元，今年正以类似速度增加。美国
从中国进口各种消费品，很多美国
消费者喜欢的技术设备，比如苹果
的 iPhone，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与此同时，美国大公司最近几
个星期报告收益增加，部分原因是
他们在中国的业务。美国重型建筑
机械公司卡特彼勒预计，在今年接
下来的几个月内，中国对该公司产
品仍有强劲需求。
川普在星期一签署行政备忘录
时说：“我们将兑现另一个竞选承诺，
采取坚实步骤来保护美国企业的知
识产权，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保护
美国工人。”“这是个很大的举动。
这只是开始。”
如果美国正式启动调查，最终
有可能请求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施
加惩罚措施或寻求其他救济措施。
分析人士说，调查有可能加剧
美中矛盾并在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
之间引发贸易战。
以下是川普总统讲话的全文翻
译：
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将
兑现另一个竞选承诺，采取坚实步
骤来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而
且非常重要的是，保护美国工人。

外国公司窃取知识产权导致我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将保护我们的
谢谢。愿神保佑美国。
们国家每年流失数百万工作岗位， 工人，我们将保护为我们宏伟国家
这是个很大的举动。这只是开
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长久以来， 提供动力的创新、发明和创造。
始。我想和你们说的是，这只是开始。
我们国家被吸走这些财富，但是华
盛顿什么也没做。他们从来没有对
此做任何事。但是华盛顿不会再对
此坐视不管。
今天，我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
特希泽审查中国涉及强制技术转让
和窃取知识产权的政策、做法和行
动。作为美国总统，保护美国工人、
美国“301 条款”有狭义和广 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市场
技术和产业免于遭受不公和滥用行
“超级 301 条款”
义之分，狭义的“301 条款”仅指 准入等方面的规定；
为是我的职责。我们将挺身面对任
1974 年修订的贸易法第 301 条，可 是针对外国贸易障碍和扩大美国对
何非法强制美国企业转让珍贵技术
称之为“一般 301 条款。广义的“301 外贸易的规定；配套措施主要是针
以换取市场准入的国家。
条款”是指《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 对 电 信 贸 易 中 市 场 障 碍 的“ 电 信
我们将打击摧毁美国就业的假
争法》第 1301-1310 节的内容，包 301 条款”及针对外国政府机构对
货和盗版。我们将落实公平互惠规
含“一般 301 条款”( 关于不公平 外采购中的歧视性和不公正做法的
则，这是构成贸易的基础。我们将
措 施 )、“ 特 别 301 条 款”（ 关 于 “外国政府采购办法”，而且其范
保护那些被遗忘的美国人，他们被
知识产权）、“超级 301 条款”（关 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一般 301
全球贸易体系甩在了后面，这个体
于贸易自由化）和具体配套措施， 条款”是其他“301 条款”的基础，
系没有能够关心他们，我的意思是，
以及“306 条款监督制度”。在这 其他“301 条款”是“一般 301 条款”
没有能够关心他们的利益。他们根
个意义上，美国“301 条款”又称 的细化。即使没有其他“301 条款”，
本就没有被关心过。
美国贸易代表一样可以适用“一般
其为 301 条款制度。
这是我作为总统候选人所承诺
一般 301 条款是美国贸易制裁 301 条款”的规定解决贸易争端。
要做的，这也是我现在作为总统正
美国狭义和广义的“301 条款”
措施的概括性表述，而“超级 301
在做的。
条款”、“特别 301 条款”、配套 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构成一
莱特希泽大使，你有权考虑所
条款等是针对贸易具体领域做出的 个完全的体现美国法律文化的价值
有你可以支配的所有选项。我们将
具体规定，构成了美国“301 条款” 体系，为美国的利益发挥着作用 。
保护版权、专利、商标、商业秘密
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和适用体系。
以及其他对我们国家的安全与繁荣
（百度百科）
具体说就是：“特别 301 条款”是
至关重要的知识产权。我们将秉持

大经济政策沟通作为对话合作的基
本方式。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中方愿同美方继续共同努力，在相
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维护
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
展。
8 月 15 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就 14 日美总统签署总统备忘发
表谈话。
谈话认为，“301”制度自面世
以来，就具有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
一直为其他国家所反对。美方已经
向国际社会作过承诺，以符合世贸
规则的方式执行该制度。我们认为，
美方应该严守承诺，不要成为多边
规则的破坏者。
谈话指出，自习近平主席与特
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举行历史性会

晤以来，双方建立了中美全面经济
对话等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实施
了中美合作百日计划，明确了未来
一年经济合作的方向。美方应珍惜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良好的局面和合
作态势，美方的任何贸易保护主义
做法必将损害双边经贸关系及双方
企业利益。
谈话表示，近年来，中方积极
扩大开放，努力改善外商投资营商
环境。中方多次主动修订《外商投
资产业指导目录》，目前限制性措
施仅剩 63 条，比 2011 年版缩减 117
条，降幅高达 65%。中方一直高度
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持续完善立法，
不断加强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保护
力度，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国际合作
和交流，进步和成效有目共睹，也

名词解释

美国“301 条款”

得到了国内外各方的高度认可。
谈话希望美贸易代表要尊重客
观事实，慎重行事。如果美方不顾
事实、不尊重多边贸易规则而采取
损害双方经贸关系的举动，中方绝
不会坐视，必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
坚决捍卫中方合法权益。
8 月 21 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就美国对华启动 301 调查发表
谈话。
发言人指出，美方无视世贸组
织规则，依据国内法对华发起贸易
调查，是不负责任的，对中方的指
责是不客观的。中方对美方这种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表示强烈
不满。
发言人说，中美两国元首海湖
庄园和汉堡成功会晤以来，中美双

方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在全面经
济对话框架下就双边经贸议题正进
行顺畅、建设性的沟通和磋商，已
经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和成果。美
方在此时对华发起 301 调查，对外
发出错误信号，必将遭到包括美国
产业界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
中方认为，美方应与中方一起共同
努力，扎实推进经济合作一年计划，
争取早日取得更大成果，使中美经
贸关系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继续前
行。
发言人指出，我们敦促美方尊
重事实，尊重双方业界希望加强合
作的强烈愿望，尊重多边贸易规则，
审慎行事。中方将密切关注调查的
进展，并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坚
决捍卫中方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