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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近日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许多欧洲
民众为避免感染病毒，“更愿意选择较为安全的交通工具，
比如自行车”。欧洲自行车制造商“RTE Bikes”目前正全
力运转，每天生产约5000辆自行车，高于去年同期3000至
4000辆的平均日产量。

疫情期间，骑行运动再次受到欧洲民众的青睐。不少
欧洲国家正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打造环保健康的城市形象。

骑行升温 销量增长

上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工业生产迅猛发展，汽
车全面普及，自行车不再是生活必需品。城市面积的加速
扩张使人们不得不选择汽车、摩托车等更快速的交通工
具。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法国巴黎、里昂、马赛三座
城市中，自行车在所有交通工具中的使用比例不足1%。

近年来，尽管欧洲倡导回归自行车运动的声音越来越
多，但自行车仍然不能扮演主要交通工具的角色。据法国
环境与能源管理署 （ADEME） 研究报告预测，2030年，自
行车在城市的使用比例仅达到7%，在郊区仅为5%。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自行车重新进入
人们的视线。作为一种能够有效保持社交距离的户外交通工
具，自行车再次风靡欧洲大街小巷，骑行成为欧洲的新时尚。

今年6月4日，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数据
显示，5 月西班牙市场自行车销售额上涨超过 22 倍，意大
利、英国也都上涨了 4 倍左右。英国知名折叠单车制造商
Brompton表示，4月以来，线上销售量成长了5倍。伦敦连
锁零售商 Sigma Sports也表示，4月入门款自行车销售量较
上年同期激增了677%，就连相关工具和维修产品销售也较
上年增长了255%。

顺势而为 政策扶持

法国率先对民众的骑行运动表示了支持。据报道，法
国政府今年共拨款2000万欧元鼓励人们骑自行车。法国生

态与团结化转型部部长伊丽莎白·博尔内表示，她希望看到
本国的自行车文化“向前迈进一步”。同时，法国政府的这
项支持政策还包括：民众可在指定网点免费修理自行车，
费用最高可达50欧元；开设免费的骑行培训；设立更多临
时自行车停放点等。

英国政府提供了2.5亿英镑，将在全英格兰引入快闪式
自行车道、自行车保护空间、更宽的人行道、更安全的路
口和自行车道。英国政府还提出一项国家自行车计划，希
望2025年前自行车的使用次数可以增加一倍。

此外，意大利政府向购买自行车的消费者提供高达自
行车售价 60%的“绿色”补贴；德国政府则决定将超过 25
公里的道路纳入柏林自行车车道网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王朔在接受采
访时指出：“受地理位置影响，欧洲人能够更直观感受到全
球变暖带来的危机，因此欧洲政府一向重视环保。骑行作
为一种零排放的出行方式，在疫情期间遇到了合适的推广
时机。欧洲政府纷纷出台政策，鼓励骑行运动的发展，可
谓顺势而为。”

绿色经济 提升形象

发展绿色经济，减少碳排放量，一直是欧洲各国政府
的重要议题。大力推广骑行这一绿色出行方式，将推动绿
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此前承诺，要把巴黎从一个以
汽车为中心的城市转变成一个对行人和自行车友好的城
市。欧洲自行车联盟联合首席执行官莫滕·凯贝尔表示，

“必须确保当前措施能继续执行下去，这是重新进行城市设
计的良机”。

王朔指出，环境保护是欧盟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议
题，欧盟希望增强自身在环保方面的软实力，同时塑造保
护环境的外交形象。今年 9 月，中德欧领导人举行视频会
晤，中欧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合
作伙伴关系。“可以认为，自行车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一时
热潮，其背后还体现了欧盟对环保问题一贯的重视态度。”

近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等美方多名政客在不同场合抛
出所谓“中方胁迫他国”的言
论，再度对中国进行攻击。

究竟是谁在全世界大搞强
权霸凌？

事实面前自有公论。纵观一
段时间以来的美国外交——奉
行“美国优先”，大搞单边主义，
肆意抹黑“甩锅”，“退群”毁约上
瘾，动辄威胁制裁……今天的美
国外交，已经彻底沦为恐吓外
交、谎言外交、制裁外交。

“恐吓外交”霸道蛮横。在
各国忙于抗击疫情、复苏经济
之际，美国一些政客却忙着满
世界恐吓施压、煽动仇恨、制
造对抗。在欧洲，美国以撤出
大批美军相逼，再三强压盟友
增摊军费；在中东，美国警告
联合国各成员国，若不配合其
对伊朗的制裁，将动用手段使
各国“承担后果”；在拉美，美国
打着“强化地区安全”的旗号，四
处拉拢和胁迫周边国家对委内
瑞拉施压；疫情发生后，美国
多 次 威 胁 将 “ 惩 罚 ” 世 卫 组
织 ， 直 至 最 后 正 式 宣 布 退 出
……大国实力本来意味着更多
的国际责任，却被美国当成任
性搅局的“资本”，令人不齿。

“谎言外交”损人害己。疫
情暴发以来，美国部分政客不
思如何挽救美国民众的生命，
反而不断编造、散布大量有关
疫情源头、病毒传播、疫苗研
发的谎言，不断炮制谣言攻击
世 卫 组 织 、 抹 黑 “ 甩 锅 ” 中
国 ， 企 图 掩 盖 抗 疫 失 败 的 事
实，推卸抗疫不力的责任。科
学与真相成为稀缺品，谎言与
虚假信息则大行其道，最终酿
成了美国超过800万人感染、22
万人死亡的悲剧。世界最大发
达国家的信誉，也在这些政客的操弄下一再透支。

“制裁外交”粗暴无理。近年来，美国不断加码
对古巴、伊朗、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制裁，严重
损害受制裁国家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能力。美国
的制裁大棒还频频挥向盟友：制裁参与“北溪-2”天
然气项目的所有企业；多次对欧盟、加拿大等国输
美商品加征巨额关税；以“支持伊朗”为由冻结两家
阿联酋企业在美资产等。更荒谬的是，今年9月，美
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位检察官和一位官员
实施制裁，原因是该机构仍在调查美方军事和情报
人员在阿富汗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从个人到企
业、从国家到国际组织，美国肆无忌惮滥用单边域
外制裁，一次次刷新无视国际规则的下限。

外交舞台本应是各国互相尊重、平等对话的地
方，如今却成了美国频繁耍弄胁迫、谎言和制裁伎
俩的秀场。美国将自身置于国际公理和道义的对立
面，已经尝到了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滋味，长此以往，
美国终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美国《国会山
报》日前的一篇时评文章回顾了美国近两年来的外
交政策，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美国影响力下降的
最好解释，似乎是因其自身狂妄自大而遭受恶果。”

各打五十大板

10 月 13 日，WTO 发布仲裁报告显
示，在 2012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间，美
国华盛顿州政府以减税手段违规补贴波音
公司，造成空客公司的飞机销售和进出口
损失。因此，欧盟有权每年对不超过 39.9
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实施关税等
报复措施。

WTO 仲裁机构去年认定，波音接受
至少50亿美元遭国际贸易准则禁止的政府
补贴。美方随后称，政府因对波音的不当
支持最多只应受罚 4.12亿美元，欧盟则称
处罚额度应近86亿美元。而13日WTO仲
裁最终判定的额度是美方宣称的近 10 倍，
不足欧方宣称的一半。

WTO 此次裁决并非偏袒欧盟。去年
10 月，WTO 也因欧盟违规补贴飞机制造
商空客公司而授权美国对价值75亿美元的
欧盟商品征收关税。

“WTO 的裁决是‘各打五十大板’。”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对本
报记者分析，作为全球航空和飞机制造领
域两大巨头，波音和空客已互掐几十年
了。美国和欧盟均存在对各自航空企业提
供非法补贴的问题。WTO 的裁决有“和
稀泥”之嫌，其后续结果取决于双方的互
动效果。

WTO 此次所作仲裁为最终裁决、不
得上诉。10 月 15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
示，如果欧盟果真加征关税，美国将“加
大力度还击”。在美方看来，仲裁所涉美
国华盛顿州对波音的减税优惠已取消，欧
盟寻求加征关税缺乏法律依据。但欧盟指
出，美国先前在欧方作类似让步后仍维持
对空客A380客机征税。世贸组织指出，美
方取消的减税优惠不足以阻止欧盟获加征

关税授权。
而在白宫撂狠话的同时，美贸易代表

还提出了一份妥协方案。多位知情人士对
路透社表示，美国已提议解决与欧盟之间
围绕飞机补贴的长期争端，如果空客偿还
欧洲各国政府提供的数十亿美元补贴，美
国将取消对葡萄酒、威士忌和其他欧洲产
品的关税。

但面对裁决结果，欧盟暂未公布出手
报复的具体时间表。《金融时报》 报道，
欧盟仍需向世贸组织正式申请授权才能加
征关税，最早会在 10月 26日世贸组织争端
解决机制会议期间提出申请。但路透社报
道，欧盟可能不会在美国大选前作此决策。

释放促和信号

“WTO的裁决在意料之中，折射出当
前美欧紧张的贸易关系。”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王朔对本报
表示，目前，美欧双方处于僵持不下的状
态，原因有二：一是空客和波音在全球市
场的竞争非常激烈，谁都寸步不让；二是
现在美欧贸易谈判严重缺乏互信，特别是
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导致欧美贸易争端无
法通过多边协商的方式解决。

欧美航空补贴争端已持续16年。据路
透社报道，欧盟与美国互诉对方违规补贴
各自飞机制造商的两起案件构成迄今全球
最大规模企业贸易纠纷。2004年至今，这
起航空业补贴争端已“耗费”数以千页计
的证词，估计造成1亿美元损失。

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2004年恰逢
空客交货量首度超越波音。美方当年就欧
盟航空业补贴提起仲裁，从 20 世纪 70 年
代起计算欧方违规补贴，称空客获取 220
亿美元违规资金支持。欧盟数月后也提起
仲裁，指认波音接受230亿美元不当援助。

“但对于此次WTO的裁决，欧美双方
的反应都相对和缓。这与之前双方互相喊

‘打’和强烈要求反制的调门完全不同。”
在丁纯看来，虽然获准对美国加征关税，
但欧盟并没有表示马上将关税付诸实施、
对美国以牙还牙，反而释放出促和的信号。
美国虽然放话称，如果欧盟加征关税，美国
会采取反制措施，但语气也没那么强烈。

“额外关税不符合任何一方的经济利
益，特别是当我们尽力从新冠肺炎疫情所
致衰退中复苏时。”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
席兼欧盟贸易委员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
基斯表示，希望欧美双方以积极和建设性
的态度确定下一步行动。他呼吁，美方应
取消去年加征的关税，“这会从经济和政
治方面产生积极动力，帮助我们在其他关
键领域寻找共识”。

丁纯分析，欧美双方之所以有如此态
度，原因有二：一是几年来，双方互相威
胁加征关税，谁也没有真正成为赢家，双
方都明白，互相伤害不能解决问题，升级
争端只会两败俱伤；二是当前的时间点比
较微妙，欧盟对美国国内政治持谨慎观望
的态度，不会贸然行事。

观望转圜契机

“欧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已不是简单的
经贸问题，也涉及政治议题，是跨大西洋
同盟关系出现裂痕的一个反映。”王朔分
析，美欧因为航空补贴问题互征关税是互
相伤害，对解决自身航空业面临的问题并
无益处。欧盟希望拿 WTO 的裁决当筹
码，和美国谈判。但无论是基于当前的国
内政治形势，还是依据现任政府处理贸易
问题的一贯逻辑，美国都不愿意回到谈判
桌上。

“欧美贸易战会马上开启吗？”德国

《商报》的报道充满担忧。
尽管欧美贸易紧张关系可能因 WTO

仲裁裁决升级，但按美联社的说法，仲裁
也可能促使欧美开启“密集谈判”，防止
争端演变成“跨大西洋以牙还牙式”贸易
制裁。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欧
在非正式场合已开始讨论今后解决争端谈
判的框架，但公开仍保持强硬立场。

欧盟执委会证实，已收到美国对其 7
月份提出结束争端建议的首次回应。“这
是我们首次收到美国对我们建议的一些实
质性反馈。我们已给出反应，并准备继续
讨论对策。”

丁纯分析，航空补贴争端只是欧美经
贸领域争端的一个敏感点。欧盟想借助此
次 WTO 裁决的机会校准欧美经贸关系。
但在美国国内政治方向明朗之前，欧盟估
计不会采取进一步激化争端的措施。而美
国现任政府在因国内政治而自顾不暇的时
候，也不会主动挑事来升级美欧贸易摩擦。

最近，欧美航空业界纷纷呼吁双方解
决争端。波音发表声明称，与其威胁美国
企业及其欧洲顾客而致问题升级，空客和
欧盟不如把精力聚焦到解决长期争端的真
诚努力上。空客首席执行官纪尧姆·福里
也表示，空客“支持可促成公平解决方案
的谈判进程……是时候找到解决方案，以
取消大西洋两岸的关税了”。

“WTO各打五十大板的裁决对美欧贸
易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关键看美欧双方如
何把握。”丁纯表示，某种程度上，此次
裁决给了美欧双方促和的机会。如果双方
能好好反省和协商，美欧贸易关系可能迎
来转圜契机。但如果双方都拿裁决当武
器，升级贸易摩擦，美欧贸易关系将会进
一步恶化。

上图：法国巴黎航展上拍摄的一架空
客 A350-1000 飞机（2019 年 6 月 18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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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获准反制航空补贴 或为解决争端提供契机

WTO裁定能让欧美握手言和吗？
本报记者 贾平凡

欧盟获准反制航空补贴 或为解决争端提供契机

WTO裁定能让欧美握手言和吗？
本报记者 贾平凡

10月13日，世界贸易组织（WTO）作出仲裁裁

决，允许欧盟以美国违规补贴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

为由，每年向美国总价约39.9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

施以关税等贸易惩罚措施。而去年10月，WTO曾因

欧盟违规补贴飞机制造商空客公司，授权美国每年

对约75亿美元的欧盟输美商品和服务采取加征关税

等报复措施。根据WTO最新裁决，欧盟将有权对美

国此前加征的关税采取反制措施。

欧盟和美国围绕波音和空客的补贴争端始于

2004年。专家分析认为，WTO“各打五十大板”的

裁决，可能导致欧美贸易紧张关系升级，也可能为

双方解决长达16年的争端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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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交通工具受青睐 自行车产量创新高

疫情之下，绿色骑行风靡欧洲
丁 宁

俄载人飞船与国际空间站顺利对接
10月 14日，搭载“联盟 MS-17”飞船的“联盟-2.1a”型火箭从哈萨克斯

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约3小时后与国际空间站顺利完成对接，将3名
宇航员送上空间站。图为火箭发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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