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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求新求变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就在特朗普即将迎来执
政百日之际，他突然威胁称，如果美国无法从重新谈判
中得到“公平交易”，那就让美国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中退出。而就在数小时前，这位“善变”的总统
才刚刚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
托进行过电话通话，表示当前不会退出该协定。

不仅对自己的承诺态度反复变化，特朗普也在推
翻前任总统奥巴马所做出的成果方面下了大工夫。上
任首日，特朗普便宣布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引发了舆论的一片哗然。2009 年，奥巴
马正式宣布美国将参与 TPP 谈判，强调将以此促进美
国的就业和经济繁荣。此后，美国不断为扩大 TPP 成
员国数量努力，该协议也被认为是奥巴马在任期间所
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之一。有分析认为，此举体现了
特朗普试图改变过去美国以多边贸易为基石的决心。

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26日报道，美国副总统彭
斯日前表示，美军此前对叙利亚政府军基地的导弹打
击和对阿富汗的“伊斯兰国”（ISIS） 根据地使用“炸
弹之母”进行攻击，是“美国新总统力量和决心的展
现”。彭斯还称，“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并指
奥巴马政府时期并未有效阻止朝鲜推进其核计划。

在能源领域，特朗普也试图对前任制定的政策作
以修正。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
普上月 28 日签署了一份名为“能源独立”的行政命
令，旨在推翻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气候政策，并声称要

“终结煤炭战争”。

与历任大不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阮宗泽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作为一位“另类”总
统，和历任美国总统有很大不同。“与前任总统奥巴马
相比，特朗普在执政时更加强调美国优先。比如他刚
刚上任时就威胁包括北约在内的美国盟友，要求他们
增加国防开支，一度使美国和盟友间的关系紧张。因
此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观望，不知道特朗普还会为美国
和世界带来哪些变化。”阮宗泽如是说。

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和奥巴马的不同存在于多个
方面。比如在美国的国防问题上，特朗普与前任的意
见也有明显的分歧：奥巴马不赞成过多的军事干预，
特朗普却呼吁增加国防开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
月 16 日报道，特朗普提议增加国防开支 540 亿美元，
对发展军事力量持积极态度。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特朗普是一位“交易型”总
统，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一切皆可谈判交易，而底线则
是美国人民的利益。“比如在美俄关系的处理上，特朗普
在竞选期间和当选之后态度差异显著。在他上任初期，
曾经因为一些亲俄言论陷入风波，引起了不小争议。而
在上任之后，他迅速改变口风，和俄罗斯的关系又恢复
从前。这些都是基于其商人本性而进行的调整。”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此外，特朗普还是一位敢言敢为的总统。“特朗普在
上台之初，就有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想法。从他上任初
期接连推出多项政令的举措就可以看出他的敢言敢
为。”苏格表示。

未来仍不确定

阮宗泽表示：“特朗普给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
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经济、安全、
外交等各个方面。”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4月26日，美国财政部部
长姆努钦在会议上证实，特朗普减税方案将把企业营
业税税率从 35%削减到 15%。“特朗普任内希望从减税
和加息两个方面入手改善美国经济，但是减税和加息
这两种手段是存在分歧的，资金从何而来是一个很重
要的问题。”苏格说。

英国 《金融时报》 则分析指出，特朗普上任以来
带来了三重不确定性：首先是特朗普政策主张在多大
程度上能得到落实的不确定性；第二是特朗普对全球
政治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第三是特朗普能否顺利完
成第一届任期的不确定性。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此前分析称，特朗普更喜
欢以竞争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世界。实际上，熟悉特
朗普的人都知道，他一直认为制造不确定性是一种有
效的策略，因为对不确定做出应对可以使他在民众面
前树立起权威和果断的形象。

“执政和竞选不是一回事，竞选在于博人眼球，
而执政则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美国采用三
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必然会使特朗普的施政受到掣
肘。对特朗普而言，未来的执政之路依然充满挑
战。”苏格称。

图为美国总统特朗普。 资料图片

执政百日

特朗普底线就是美国利益
张永恒张永恒 薛可炎薛可炎

51.41％
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 27日公布修宪公投正式计票结

果，宪法修正案以51.41％的支持率获得通过。正式计票结果
显示，支持修宪阵营获得51.41％的选票，反对修宪阵营获得
48.59％的选票。修宪公投投票率为87.45％。

土耳其4月16日举行修宪公投。此次公投涉及18项宪法
修正条款，其中最具争议的条款是将土耳其共和国政体从议
会制改为总统制。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意味着土耳其将从
2019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后开始正式实施总统制。

78人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和俄罗斯国防部27日证实，俄罗斯黑

海舰队一艘舰船当天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附近黑海海域与一
艘货船相撞后沉没，船上78人全部获救。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俄罗斯黑海舰队“里曼”号舰船在
伊斯坦布尔基利奥斯水域与一艘悬挂多哥国旗的货船相撞。
事故可能因浓雾弥漫所致。“里曼”号船体受损后沉没，船上
78人全部获救。货船轻微受损。

塔斯社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俄罗斯黑海舰
队一艘舰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北40公里处水域与一艘货船
相撞，舰船右舷吃水线以下船体被撞穿。

3亿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26日与巴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

签署首份针对巴西的贷款协议。
巴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表示，该协议涉及的贷款总

额为3亿美元，贷款期限为12年，将主要用于发展巴西的可
再生能源项目。

该银行强调，巴西能源供应很大一部分来自可再生能
源，其中水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60％，面对当前全球日益严
峻的气候问题，继续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当务之急。在此背景
下，新开发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支持，对进一步推动巴西
能源结构多元化、保证未来能源领域的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91人
阿富汗地方政府官员近日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阿富汗分支武装人员日前在北部朱兹詹省与当地塔利班武装
发生激烈冲突，造成至少91人死亡。

朱兹詹省政府发言人对媒体说，“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
武装人员25日在朱兹詹省与塔利班武装发生激烈冲突，塔利
班方面有76人死亡、56人受伤，“伊斯兰国”方面有15人死
亡、12人受伤。这位发言人说，争夺势力范围或是冲突爆发
原因，双方冲突仍未停止。

2架
菲律宾军方 26日从韩国接收了两架 FA－50教练机。至

此，韩国向菲律宾交付了12架FA－50教练机订单中的10架。
菲政府军发言人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对媒体宣布，这两

架FA－50教练机当天飞抵位于吕宋岛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弗
朗西斯科说，此前，已接收的FA－50教练机“首要用于保卫
菲律宾领土和训练战斗机飞行员”。

2014年，菲律宾政府与韩国签订军事采购合同，以189亿
比索（约合26亿元人民币）的总价购买12架 FA－50教练机。

(均据新华社电）

随着技术的普及，“智能”一词的语境更接近“体
贴”之意，这也代表着人们对智能产品更加“善解人
意”的期待。智能家居通过自动化控制满足了生活的基
本需求，提升了居家幸福感，家也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在刚结束不久的德国汉诺威设计大赛中，日本某电
器公司推出的“家庭书桌”一亮相，便吸引了不少人的
眼球。不同于普通书桌的是，该书桌的桌面由特殊的感
知材料制作而成，白色的桌面上还安置了一款造型简洁
的投影仪。通过感测技术，桌面可侦测到手指的动作、
高度与角度，辨识各种姿势。投影仪可以把手指的动作
影像投射在桌面上，使用者可用手指操控桌面上的影
像。更为神奇的是，将一本故事书放在桌面上，翻开书
本，投影仪便会把故事里的人物画像“转移”到桌面，
用户就可以在桌面上拖动影像。当手指划过书中某个句
子时，它会立即放大出现在桌子上。如果用这款书桌给
孩子讲故事，那一定是非常新奇的体验。

劳累一天后投入沙发的怀抱，是非常惬意的放松方
式。去年4月份，在米兰国际家具展上，意大利一家设计
公司推出的智能沙发，凭借奇特造型引起众人旁观。沙
发的造型颇似北爱尔兰的天然奇观——巨人之路，因
此，很多人也称它为“巨人沙发”。该智能沙发是由一个
个的六边形小模块，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拼合而成，每
一个小模块都是一个可升降的小座椅。沙发可以通过无
线网与手机程序连接，在手机程序上就可以对每一个六
边形座椅进行高度调节。随着六边形模块的组合，沙发
可以变形成椅子、床甚至是休息室。

对于喜欢下厨的人来说，做饭前忘记解冻食材是个
不小的困扰。近日，一款“智能解冻板”成了不少人的
厨房帮手。解冻板由航空材料制成，有着极佳的导热性
能，可实现高速热交换，解冻时长比自然解冻快 20 倍。
在保持食物原有鲜味的基础上，减少解冻时间的同时防
止滋生细菌。不仅有实力，解冻板的外观也有“颜值”。
解冻板自带一体化导水槽，在解冻时收集解冻食物所产
生的水，无需耗电耗水。

在当下智能科技高速发展的阶段，智能家居也在不
断地研发创新。科技让家居成为点缀生活的美，也让人
们更了解生活的真谛。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近日报道，同意重新
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再次威胁退出协定。为了扩大美国的经济利益，
特朗普自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
面对存续了23年之久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
普态度频变，数次向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加压力。

指责“史上最糟协定”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和加拿大、墨
西哥两国领导人通电话后在推特发文说，美国与
两个邻国在重新谈判中，“很可能”达成协议。不
过，如果无法达成“一个公平的交易”，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将被终止。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 1994 年 1 月正式生效，
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订的区域自贸
协定。自协定正式生效以来，几近“零关税”的
贸易便利极大地推动了三国间的市场融合，拉动
了三国间的贸易总额。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竞选开始就多次批
评北美自贸协定，把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
失全部归咎于以其为代表的双边或多边自贸协
定。在竞选中，特朗普甚至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称为“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并承诺在上任后
100天内对其进行重新谈判。

迎合“经济民族主义”

表面上看，美国坚持重新修订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是为了增加国内就业数量，但有分析认为，
这更多的是出于特朗普政府自身的政治考量。

加拿大前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曾表示，改变
协定的推力不仅来自白宫，更有遍布美国、日益高
涨的保护主义情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院长金灿荣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美国就业岗位数
量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不能简
单地归咎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经济学家一般认
为，美国失业劳工 80%是被工厂机器人取代的，海
外竞争所占的比重仅为20%。”金灿荣说。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美国重谈协定可以被
认为是特朗普政府对国内民粹主义的迎合。金灿
荣表示：“政治家不便让工人阶级憎恨机器人，而
是让他们憎恨墨西哥农民，这种‘经济民族主
义’有利于争取政治支持。”此外，重谈协定也是
为了满足特朗普“建功立业”的执政需要，“为了
保证做出有利于美国的调整，特朗普一上任就要
求分别和加拿大、墨西哥单独谈判，避免二者联
手对付美国。”

难解“三方利益失衡”

目前看来，美国政府同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
美自贸协定达成一致并没有那么容易。

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驻美大使戴维·麦克诺
顿认为，美加之间没有“真正问题”，“危险”是
美国减少对墨贸易逆差时加拿大会受到连带伤
害。然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此

前称，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他并不害怕与加拿大
发生贸易战。

墨西哥方面，外交部长路易斯·比德加赖日前
表示，墨西哥拒绝单方面同美国重新磋商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比德加赖还强调，若美国政府当真
为填补修建边境隔离墙的费用而向墨西哥进口产
品征税，作为反制，墨西哥同样会有“选择性”
地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

对于当前三方同意重新协商的态度，金灿荣
认为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特朗普政府的妥协：“北
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收益分配的不平衡使加
拿大、墨西哥成为了美国额外的经济领地。面对
强硬的美国政府，加拿大和墨西哥担心谈判结果
对他们不利。但目前二者只能通过争取三边谈判
方式，防止美国继续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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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智能解冻案板正在解冻冰块。 资料图片

重谈自贸协定 美向加墨施压
鹿 琦

图为 1992 年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签字仪式。
资料图片

为 期 两 天 的 二 十 国 集 团
（G20） 妇女峰会 25 日在德国柏林开
幕，来自G20成员的100多名代表及
多家国际组织的妇女问题专家聚首柏
林，讨论促进妇女经济地位等问题。

图为加拿大外长弗里兰、美国总
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

（从左至右） 出席G20妇女峰会。
新华社/美联

数 字 天 下

环 球 热 点

当地时间4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

即将迎来总统生涯的第一个里程碑：上任

100天。美国白宫网站25日开设了一个新网

页，推介特朗普就任百天以来的政绩。白宫

盘点了特朗普执政以来，在经济、安全、行

政等多个领域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

称他在执政百日内“采取大胆行动”恢复美

国繁荣，保障美国安全，组建负责任政府，

履行了对美国民众的竞选承诺。

柏林柏林GG2020妇女峰会举行妇女峰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