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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关于试行开展对美加征关税
商品排除工作的公告》（税委
会公告［2019］2号），经国务
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11日公布第一批对美加征
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对
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
一次排除部分商品，自 2019
年9月17日起实施。

其中，清单一所列商品，
自 2019 年 9月 17 日至 2020
年 9月 16日，不再加征我为
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
税。对已加征的关税税款予
以退还，相关进口企业应自排
除清单公布之日起6个月内
按规定向海关申请办理。

清 单 二 所 列 商 品 ，自
2019年9月17日至2020年9
月 16日，不再加征我为反制
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已
加征的关税税款不予退还。

下一步，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对美加征
关税商品排除工作，适时公布
后续批次排除清单。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清单首亮
相意义几何？首批次清单涉及哪些商
品？后续排除清单何时公布？针对社
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新华社记者第一时
间采访业内权威专家。

关注1

新机制释放
为企业减负的积极信号

虾苗、紫苜蓿、鱼粉、润滑油、润滑
脂、医用直线加速器、饲料用乳清……翻
看公告所附清单，涉及16大项商品，对应
数百个具体商品，将从2019年9月17日
起一年内不再加征我为反制美301措施
所加征的关税，大部分商品还将退还已
加征关税。

“这意味着我国新试行的加征关税
排除机制，正在缓解中美经贸摩擦影响、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国际商会法律服务部专家陈怀生对
记者说，所谓排除机制，顾名思义与加征
关税是相对的，是美国、加拿大、欧盟等
经济体应对加征关税影响的常用措施。

过去一年多来，针对美方不断升级
加征关税行为，中方不得已先后出台了

三轮关税反制举措。考虑到部分美方
商品和原材料无法替代，为减少给企业
带来的不利影响，经国务院批准，税委
会于今年5月13日发布公告，启动对美
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

“我国排除机制针对的是一类商
品，可以说一家企业申请，同类型其他
企业都受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副秘书长赵志平说，中方及时公布
排除清单，有助于缓解中美经贸摩擦带
来的市场波动，让企业更有信心前行。

关注2

范围广效率高
彰显中方负责任态度

记者了解到，首批申请排除的企业
数量达到上千家，此次公布清单涉及近
300份有效申请，占企业申请总数的近
三分之一，可见中方排除比例之大。

陈怀生说，首批次排除商品税目范
围表面看只有16项商品，但因中方列的
是8位税则号的大类商品，不同于美方
排除清单中10位税则号的具体商品，实
际中方排除商品范围相对更广、涉及行
业企业也相对更多。

“我国税委会从6月3日开始接受申
请到如今发布第一批清单，只用了3个多
月时间，高效率处理企业申请彰显中方对
民众和企业的负责任态度。”陈怀生说。

“此次清单涉及四类农畜用品，充
分考虑了国内养殖户的利益。”中国农
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田志宏说，四大类
商品虾苗、紫苜蓿、饲料用乳清和鱼粉，
都属于自美进口需求比较刚性的，列入
排除清单有助于更好满足国内虾、猪、
奶牛等养殖业发展需求，保障百姓日常
生活需要。

关注3

后续清单
“成熟一批、排除一批”

“排除清单工作，对于相关企业和
行业来说，是一个重大制度设计。在中
美经贸摩擦持续情况下，后续排除清单
将会陆续出台。”赵志平说。

记者了解到，排除清单将按照“成
熟一批、排除一批”的原则陆续推出，此
次先公布第一批排除商品的第一次清
单，并将适时公布后续批次排除清单。

据新华社

此次清单涉及四类农畜用品 充分考虑了国内养殖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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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邓瑞甫1934年出生于重庆市长寿
区，1951年参加公安工作，1955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分局天
生派出所民警、黄桷派出所指导员。他参
加公安工作近30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廉洁奉公、遵纪爱民，为维护社会治安、保
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出了显著成绩，多
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1年夏，重庆地区遭遇特大洪水
灾害。7月15日，滔滔洪水猛烈上涨，洪
峰淹没了大片房屋和庄稼，黄桷地区陷入
一片汪洋，邓瑞甫的家眼看也要被洪水淹
没，他断然选择“抢救群众财产要紧”，不
顾自己严重感冒，赶到沿江一带查看水
情，维持交通秩序，组织群众转移。

当天午夜11时多，洪水继续猛涨，
巡查中，邓瑞甫发现尖嘴地区的一处洪
水围困了80多名群众，一阵紧接一阵的
呼救声不断传来，情况十分紧急。

在江面宽阔、巨浪翻滚的洪峰中，现
场仅有的4只橡皮船无法满足救援需
要。邓瑞甫决定，立即带队去附近的农
村借用木船。

午夜12时左右，邓瑞甫等人沿着郑
家溪至东阳公社先锋大队、帅家坝江面
划去，他们找到一只停在江边的小船，拨
正船头，朝尖嘴奋力划去。16日凌晨1
时10分，正当邓瑞甫等人即将到达被困
群众处时，只见江面上电弧光一闪，随即
飘来一阵刺鼻的焦味——邓瑞甫不幸在
江面碰上高压电线，触电壮烈牺牲。

邓瑞甫牺牲后，被四川省人民政府
追认为革命烈士，1981年10月，被公安
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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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瑞甫：
抗洪抢险中

献身的一级英模

也曾“看对眼”
从“这就是我想要的人”
到“强烈不赞同他的意见”

在任命博尔顿时，特朗普宣称
“这就是我想要的人”。而在宣布炒
掉博尔顿的推特文中，特朗普的不满
溢于言表，“白宫再也不需要他的服
务”“我强烈不赞同他的许多建议”。

就在解雇博尔顿前几天，特朗普
戏剧性地宣布中止与塔利班已持续
近一年的和谈。美国媒体透露，此事
缘于特朗普政府内部分歧严重，而博
尔顿在阿富汗问题上扮演了搅局者
的角色。《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
说，过去一周，博尔顿竭力反对美国
与塔利班及阿富汗政府缔结和平协
议，甚至搅黄了特朗普原定在戴维营
举行的秘密会谈，让寻求阿富汗撤军

“外交战果”的特朗普十分沮丧。
博尔顿的搅局远不限于阿富汗

事务。过去数月，博尔顿与特朗普在
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等问题上分歧
明显。博尔顿鼓吹对伊朗、委内瑞拉
采取军事行动，主张对朝鲜保持强硬
姿态；而特朗普不想违背竞选承诺，
不希望美国进一步卷入海外战事。
此外，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三次会晤，近日还提出愿意无条件
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这些姿态均
与博尔顿的建议相左。

《纽约时报》今年5月报道说，特
朗普曾在私下说幸亏自己约束了博
尔顿，不然美国可能陷入更多战争。
博尔顿被炒后，白宫发言人承认，总
统与博尔顿在很多问题上“不合拍”。

被指与博尔顿“宫斗”的蓬佩奥
在10日下午的记者会上坦言，两人在
很多问题上观点不同。在白宫团队
中，蓬佩奥以“唯特朗普马首是瞻”著
称，与博尔顿的桀骜不驯对比鲜明。

博尔顿其人
我行我素的“战争鹰派”

在涉华议题上多次颠倒是非

博尔顿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并获法
学博士学位。越战期间他曾想方设法
躲避入伍。他辩解说，战争败局已定，
自己“不想死在东南亚的稻田里”。

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博尔
顿在国务院、司法部等处担任高级职
位。小布什执政时，他曾任国务院负
责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美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博尔顿
因立场强硬多次引发外交风波。在
《经济学人》杂志看来，博尔顿是“美
国送到联合国最富争议的大使”。

博尔顿不担任公职后，经常参加
新保守主义论坛并在报纸上发表文
章，在保守电视节目出任时事评论
员。他曾撰文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外
交上“没有骨气”，并对奥巴马政府签
署伊核协议、恢复与古巴外交关系等
做法持绝对否定态度。2015年，博尔
顿在《纽约时报》撰文鼓吹对伊朗动
武。他还多次呼吁美国退出伊核协
议，被美国媒体称为“战争鹰派”。

博尔顿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期间，特朗普政府先后退出伊核协议、
《中导条约》等国际协议和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组织，在

“单边主义”的偏道上越走越远。
博尔顿任内还在涉华议题上多

次发表不负责任、捕风捉影、颠倒是
非的言论，屡遭我外交部发言人严词
驳斥。

走马灯般换人
“高危”职位的又一牺牲品

继任者需与特朗普外交目标一致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国务
卿、国防部长并称美国国家安全的

“三驾马车”。与后两者的提名需要
国会批准不同，这一人选由总统本人
直接任命，因此，从美国政治传统看，
这一职位对总统和美国国安政策影
响力更大。

特朗普上台以来，白宫要职走马
灯般换人已不是新鲜事。尽管如此，
作为特朗普任命的第三名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被炒让外界再
次意识到这一职位的“高危性”。

特朗普的第一任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弗林2017年2月因牵涉“通
俄门”辞职。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接
任后，一度被视为白宫团队中的“理
性派”和“安全阀”，但也因与特朗普

“不合拍”而在一年后离职。
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高级主任

卡齐亚尼斯认为，特朗普心目中的博
尔顿继任者应是一位不寻求颠覆伊朗
政权、愿减少美国在中东驻军、支持与
朝鲜对话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与现
阶段特朗普外交目标一致的人。

至于博尔顿，特朗普大概需要担
心的是他会不会“反目为仇”。毕竟，
博尔顿有过先例。据媒体报道，在小
布什政府任职期间，博尔顿的办公桌
上放着一枚拆掉引信的手榴弹。当
年他离开小布什政府后，曾出书对赏
识提拔他的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大加
鞭挞。

★专家分析★
未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

只有一个声音真正至关重要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鹰派”人物
博尔顿的离开，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
或更倾向多“动口”、少“动手”。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博尔顿
谢幕，特朗普政府外交团队中“好战
者”减少，未来美国选择武力解决问
题的风险降低。

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
罗说，随着博尔顿离开，“世界范围内
出现战争（的可能性）都呈指数级下
降”。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
任丹·马哈菲对记者表示，毫无疑问，
未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只有一个声
音真正至关重要——那就是特朗普
本人的声音。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鹰派”军师博尔顿闹掰了。
特朗普10日宣布，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已在他的要求下辞职。博尔顿是特朗普任

内离职的第三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特朗普当天中午在社交媒体上公布这一消息时说，他9日晚告知博尔顿“白宫不再需要他的服

务”，后者10日上午递交了辞呈。特朗普说，他和政府中其他人一样对博尔顿的很多建议“非常不赞
同”。他同时对博尔顿的服务表示感谢。

特朗普表示，他将于下周宣布新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人选。该职位暂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
理查尔斯·库珀曼代理。

▶▶▶

踹了“鹰派”军师
特朗普的出牌路数会不会变？

2018年11月27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
拍摄的约翰·博尔顿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任命约翰·博尔顿为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消息一出，质疑者纷纷给博尔顿
贴上标签：“极端的好战分子”“鹰派中的鹰派”“战争狂

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葛来仪甚至警
告，“大家要系好安全带”。

一年半后的9月10日，当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博尔顿走人的
消息后，连华府周围人似乎都如释重负。极端保守的共和党参议
员兰德·保罗表示，随着博尔顿走人，“世界范围发生战争（的可能
性）都呈指数级下降”。

博尔顿出生于1948年，曾就职于里根、老布什、小布什三任政
府。据美国媒体报道，博尔顿在阿富汗、朝鲜半岛、伊朗核问题等外
交和安全政策上与特朗普不断发生龃龉，是其突遭免职的导火索。

双方分歧在何处？

■ 博尔顿一直想用
“拳头”说话

■ 特朗普不愿动用
军事选项

过去数月里，特朗普
与博尔顿就多项事务分
歧严重，涉及阿富汗塔利
班、伊朗核问题、朝鲜半
岛事务、美俄关系等。

伊朗核问题

在伊朗方面击落一
架美国无人驾驶飞机后，
博尔顿力主空袭伊朗，特
朗 普 在 最 后 一 刻“ 叫
停”。就特朗普多次说愿
意与伊朗总统哈桑·鲁哈
尼会面，博尔顿予以反
对，主张对伊制裁不应松
动。

美俄关系

博尔顿反对与俄方
接触并缓和美俄关系，反
对美俄军备控制协议；

朝鲜半岛事务

博尔顿反对与朝方
接触并解除对朝制裁。
这些想法与特朗普不完
全一致。

阿富汗塔利班

路透社报道，压倒博
尔顿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联美国与阿富汗塔利
班的谈判。博尔顿自始
至终反对与塔利班谈判，
认定塔利班不可信。双
方官员说即将达成协议
时，他仍着力劝阻。

特朗普“炒掉”第三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特朗普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
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

在进入新华保险
之前，周克兰是一名
个体商户，经营着一
家服装店，生意不温
不火。2009 年 12
月，一次偶然的机
会，周克兰经朋友介
绍加入了新华保险
自贡中支，从此便与
保险结缘，踏上了事

业新征程。
初涉行业，周克兰也经历了不少波

折。家人和朋友百般不解和反对，面对
种种压力，周克兰丝毫不曾动摇，她坚信
人人都需要得到保障，只是大多数人对
保险缺乏认知。周克兰脚踏实地，从普
及保险知识开始。大街小巷、超市商场、
甚至乡下田间都是她展业的场所，每天
坚持三访甚至更多。周克兰沟通表达能
力强，常常能把话说到客户心窝子里
去。辛勤的付出换来业绩的不断提升，
周克兰也更加信心十足。

从业至今，周克兰服务过的客户近
千人，仅今年上半年就为40位客户送去
了50万元的理赔款。在她众多的理赔
客户中，其中一位让她印象尤为深刻。
该客户之前毫无保险意识，全家6人都
没有保险保障。客户的妹妹是一名教
师，因为罹患癌症花费了30多万的治疗
费用，除去社保报销的10多万，还有20
多万没有得到报销，给家庭造成了极大
的经济压力。妹妹的不幸遭遇对客户的
触动很大，他认为自己需要一份商业保
险来弥补社保的不足，经朋友介绍，客户
找到了周克兰。周克兰根据客户的家庭
情况为其规划了重疾险搭配医疗险的方
案。2018年5月，客户根据周克兰的建
议为自己购买了保险。今年2月份，客
户被确诊为肺癌，接到出险通知后，周克
兰第一时间出现在客户身边，全程协助
他办理理赔，并鼓励客户积极接受治
疗。很快23万的理赔金便到达了客户
的账户。经过有效的治疗，如今客户身
体情况恢复良好。

随着从业经历日久，周克兰逐渐意
识到只有组建自己的业务团队，才能获
得持续稳健的发展，为更多家庭送去保
障。因此，在拜访客户的同时，周克兰
也会有意识地挖掘潜力新人。通过坚
持不懈的努力，周克兰从一名普通业务
员一步步晋升为营业部经理。她经常
召集团队成员开展学习交流会，提高成
员的作业能力，打造出一支“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的专业队伍。截至2019年8
月，周克兰已育成7个小组，团队人数将
近百人。

多年来深耕寿险市场，周克兰满载
荣誉，“保险行业协会诚信明星”“件数
王”“增员王”“全明星会员”……“荣誉
只是过往经历的印记，在保险业蓬勃发
展的今天，时代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我希望能够带领自己的团队与时俱
进，做新时代保险人的标杆。”周克兰如
是说。

新华保险系列人物宣传

周克兰：
坚毅纯粹

做新时代保险人的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