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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必须指出的是，
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并不意味
着对华贸易战已经开启。

根据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报道，美国官员并未透露
贸易代表的先期审查将持续多久以及调查程序结束后可能对
华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不过，这一调查可能需要一年时间。
调查也可能导致美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采取行动。不过根据
以往的301条款调查，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美两国谈判达
成解决方案，而不必走到单方面征收惩罚性关税、向世贸组
织上诉或类似的一步。

乔治梅森大学客座授课专家、华盛顿国际贸易圈资深律
师史蒂芬·克莱斯考夫强调，这只是特朗普政府的谈判手段
而已，目的是用威胁在未来的中美谈判中获得更多要价。

“与竞选时相比，特朗普的对华态度软化了许多。”陈凤英
说，“说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看重，也体现了中国的影响力。”

CNN引用专家的话指出，备忘录的用词相当温和。而且，
特朗普并非要求莱特希泽启动调查，而是责成他决定是否需
要启动调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

说：“对一个自我标榜为贸易
立场强硬的政府而言，特朗普
政府迈出的步子很小。”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报道也指出，外界曾预料特朗普
政府会直接启动调查。特朗普政府增加这项申请调查的中间
性步骤，或许会给双方一个在调查开始之前协商达成某种交
易的机会。因此备忘录的签署反映的是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较
为慎重的态度。

《华尔街日报》 指出，针对中国的最新调查也标志着特
朗普政府在处理贸易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意味着一种
更有条理、更有分寸的新处理方式可能正在形成。特朗普此
前发出的贸易威胁都主张立即采取行动，事先没有和利益相
关方进行广泛沟通，因而招致商界和和议员的普遍怀疑。

“从备忘录签署到决定是否启动‘301调查’可能需要一年
时间。这一年内，中美会有对话有谈判。一年之后究竟会有什
么结果还很难说。其实说到底，美国依然奉行的是‘胡萝卜+大
棒’的政策。”陈凤英说，“备忘录可以说是特朗普政府喊出的‘预
备’，而不是贸易战的‘第一枪’。双方依然有缓和调整的余地。”

现代生活紧张而又忙碌，这
使得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提前准备
有营养的食物。除了忙碌的生
活，人们不愿做饭的另一个原因
是不知道做什么。

日前，美国一家公司研发出
了一款新式智能饭盒。这款饭盒
不仅可以替你完成准备食物、打
包食物以及储存食物等一系列工
作，而且该公司还与烹饪专家以
及在线社区合作，在其相应的应
用上发布食谱，每周都会发布新
的菜谱，这些新的菜谱可迎合不同
饮食需求和健康目标的人群。饭盒
由共聚酯制成，这意味着这款饭盒
可以用微波进行加热，可以冷冻，
并且用它贮存食物绝对安全。

这款餐盒采用竹质手拿包式
设计，既方便拿放，也比其他普
通饭盒更为坚固。内部开合处则
设有磁铁垫，这样可以固定住同
样带有磁铁片的餐具，方便携
带，用时饭盒展开的部分也可以
作为就餐垫使用。

如果只能吃外卖，那就带上
自己的餐具吧。近日，两名加拿
大少年发明了一种智能餐具，该
智能餐具可用于叉子、勺子和筷
子等多种形式，使用“近红外光
谱”技术分析食物中的分子，可
扫描食物中的细菌、过敏原和营
养成分。不同种类食物的分子以
不同方式振动，由此创造出其独
特的“光学签名”，智能餐具据此
与数据库进行比对，从而识别和

确定食物中的特定分子。
害怕进餐时吃太快不健康并且会导致体重增

加？那就试试智能叉子。它自带蓝牙传输，电容
式传感器和一个振动电机。当你用它进餐时，叉
子内置的传感器能够记录你进食的速度。如果你
吃的太快，它会震动，提醒你放慢速度。其附带
的移动应用不仅能够追踪你吃了多少口，还能够
显示你的用餐开始时间，甚至还能记录将食物从
盘子里送到口中花了多少时间。

饭后不用洗碗是很多懒人们梦寐以求的事。
瑞典一家设计工作室就制作了一套具有自我清洁
功能的碟子和碗具。这套餐具由植物纤维素材料
制作而成，其表面通过一种特殊的疏水性涂层处
理，可以自动排除污垢进行自我清洁。从此，和
辛苦洗碗的日子说拜拜。

有了这些智能餐具，吃货们从此就可以放心
地吃起来。

近日，正在新泽西度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到委
内瑞拉局势时说：“我们对委内瑞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行
动方案，包括在需要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军事行
动”一语既出，便迅速引爆国际舆论。美国的表态让各
方疑虑重重。

朝野纷争 制裁不断

7月30日，委内瑞拉制宪大会代表选举成功举行。由
于反对派抵制，执政的统一社会主义党包揽了几乎所有
的制宪代表席位。“我非常高兴，因为从这里开始，我们
打开了让国家免受袭击和围困的道路。”8月4日，委内瑞
拉总统马杜罗对当天正式成立的制宪大会这样期待。但
事实上，反对派的抗议浪潮，早已将这一愿望吞噬。

据美国之音报道，7月30日是反政府抗议持续4个月
以来最为血腥的一天，至少有 10人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冲
突中死亡。自4月以来，已有120多人丧生。

围绕这场选举，美国数月来连续追加制裁，声援委
国内反对势力。据报道，7月17日，特朗普向马杜罗放狠
话称，若执意于举行制宪大会选举，美方将迅速采取严
厉经济制裁。7月 26日美国对委内瑞拉 13名现任或前政
府官员实施经济制裁。数天后，马杜罗被列入制裁名
单，其在美国境内的资产被冻结。8月9日，美国再次扩
大制裁名单，8名委官员入列，理由是他们参与组织和支
持制宪大会。8月11日，特朗普“不排除军事行动”的威
胁，将制裁声浪推向高潮。美联社指出，这标志着美国
在对委态度措辞上的重大升级。

外部支持 路线斗争

2015年反对党联盟赢得委国民议会控制权后，该国“府
院之争”日趋激烈。有分析认为，马杜罗意图通过新的制宪
大会，取代由反对派控制的国民议会，以突破当前政治困
局。因此，制宪大会的成立遭致反对派及美国极力反对。

“美国一直以来就想在委内瑞拉扶植亲美政权”，西
班牙 《起义报》 分析，早在 2002年，美国就支持委内瑞
拉反对派进行政变，但未成功。2015 年，在委内瑞拉陷
入动荡之际，奥巴马仍宣布委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
胁”，并对其实施制裁。路透社早前消息，2月16日特朗
普在白宫与委反对派领导人莱奥波多·洛佩斯的夫人举行
会晤，公开为反对派站台。

据 《华尔街日报》 报道，近日正在拉美访问的美国
副总统彭斯批评制宪大会是“假民主，真独裁”，并称必
要时将加大对委内瑞拉的外交和经济制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副所长袁东振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认为：“从根本上说，美国对委内瑞拉的不满集中在意
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上。在查韦斯时代，两国间就一直有矛
盾。特朗普政府的干涉动作，是美国传统立场的延续。”

适得其反 乱局扩大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援引俄外交部的观点，认为来
自外部的反对和制裁，正在削减和平对话的可能，将把当
前局势推向死胡同。西班牙《起义报》认为，没有外界的干
涉，委内瑞拉将找到一种非暴力的民主的解决办法。

袁东振说，“委内瑞拉国内两派已经相当分裂，外部势
力大力支持反对派，将增加双方的对立态势。当前委政府
仍然具有掌控时局的能力，不会轻易向外来压力让步。”据
路透社报道，马杜罗 8 月 14 日宣布，将在月底举行军事演
习来应对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8月8日，来自美洲17个
国家的外长或代表在秘鲁召开会议。会议声明表示，不
承认委制宪大会的合法性。同一天，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会议，支持委新成立的制
宪大会，拒绝国际社会近日对委发起的制裁。

对此，袁东振分析，“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由来已久，
但进展缓慢，拉美国家团结合作的态势仍有待加强。在委
内瑞拉问题上，美国的干预，将促使拉美国家选边站队，加
剧拉美内部分化。”

对华贸易战 损人不利己
本报记者 张 红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责成美国贸易代表决定

是否展开对所谓“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调查。专家指

出，这虽然不是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发令枪声”，但是相当

于喊了“预备”。分析普遍指出，贸易战不仅损害中美双方

利益、导致双方关系紧张，还将进一步破坏美国的国际形

象。不过，专家也发现，特朗普政府的态度正日趋谨慎。

★环球热点

“这只是个开始”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
当地时间 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
备忘录，责成美国贸易代表决定是否展开对
所谓“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调查。调查
内容包括中国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
美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的相关指控等。调查
根据的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该
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不合理或不
公平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束后
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加征关税等单边制裁。

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
长白明的介绍：“301 法案是诞生于上世纪冷
战 时 期 的 单 边 主 义 法 律 工 具 ， 在 1995 年
WTO成立后几乎销声匿迹。美国上一次大规
模使用‘301调查’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
日贸易纠纷期间。”

“这是一项重大举措。”CNN 引用特朗
普的话说，“这只是个开始。我们将保护我
们的工人。”

美国 《华尔街日报》 报道指出，这释放
出一个信号，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贸易
政策转向强硬。这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首
次重大贸易行动。

英国 《金融时报》 网站报道称，此举与
去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威胁要强加给中国
的 45%的全面关税相差甚远。但它发出了采
取更强硬姿态的信号，曾效力于里根政府的
莱特希泽，是特朗普内阁中的对华鹰派人物
之一。此举可能导致美国在一年内对中国输
美商品施加关税和其他限制。很多人认为，
这可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爆发贸易战的
第一步。

不过，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赫伯特·雷
蒙德·麦克马斯特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采
访时表示，美国无意挑起贸易冲突。“关键词
不是‘惩罚’，而是有效竞争，要求公平互惠
的经贸关系，不仅限于中国，对所有国家都
是如此。”他说。

“今年 3 月，特朗普政府
责成相关人员重新评估美国
与所有国家的经贸关系。此
次针对中国的备忘录应该是这一次评估结束后的举措。”中
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很明确，其目标之一就是要改变所
谓的贸易不平衡状态。”

正如特朗普在签署备忘录时所说的：“我们将履行竞选
时候的承诺。”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去年美国在商
品贸易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 3470 亿美元，占整体逆差的
47%。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屡屡对美中高额贸
易逆差开炮，并承诺如果他当选会展开迅猛的反击，从征收
跨境关税到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不过，特朗普政府此次举措引发一片质疑声。
英国《金融时报》称，如果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升级，引

发的连锁反应是各自的公司都很难在对方国家做生意。特别
是，对于在中国已经投下大量资本的美国企业而言，这显然
不是一个好消息。双方商业界都在想办法阻止贸易战爆发，

“谁也不知道这种连锁反应将产生什么样的糟糕结果”。
俄罗斯 《观点报》 网站报道引用美国问题专家谢尔盖·

科斯佳耶夫的话说：“对中国
商品提高关税和限制中国对
美投资是空洞的威胁，特朗

普不会将其付诸实施。”如果美方真的落实相关举措，最终
更受打击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的经济利益。

而且，如果真的启动“301调查”，美国的国际形象也将
受损。

长期以来，动用301条款已成为美国处理所谓中美贸易
不平衡问题的一项工具。301条款调查允许美国政府不经世
界贸易组织授权就可采取相关措施。近年来，该条款主要在
其特别修正案下应用于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
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认为，美国如果对中国启动

“301调查”，便是将国内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这将进一
步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得·布朗也认为，
特朗普对华启动“301调查”，使用一项过时的美国贸易法条
款，其代价是巨大的，只会让美中贸易情况更加糟糕。而
且，外界对于特朗普上任以来，采取一系列措施破坏了以规
则为基础的贸易承诺和几十年来建立国际合作的努力已早有
微词，而启动“301调查”则提供了更多“燃料”。

外部干预将加剧委危机
黄江林

图为委内瑞拉新成立的制宪大会。 来源：路透社

8月15日，波兰在首都华沙举行阅兵式，庆祝建军节。 图为波兰士兵在首都华沙参加阅兵式。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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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智能餐盒。 （资料图片）图为智能餐盒。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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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5
日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
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
神社献上被称为“玉串料”
的祭祀费。

当天是日本投降 72 周
年纪念日。安倍委托自民党

总裁助理柴山昌彦当天上午向靖国神
社献上祭祀费。柴山昌彦说，安倍对
无法亲自参拜感到“抱歉”。这是安
倍2012年年底就任首相以来，连续
第5年在日本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
献上祭祀费。

自民党干事长代理萩生田光一和
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次子、自民党第一
副干事长小泉进次郎当天上午参拜了
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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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伊朗议会通过一项议案，
决定向伊朗导弹系统研发项目和伊斯
兰革命卫队境外行动增加5亿多美元
预算，以应对美国的最新制裁。共有
244名议员参加了当日的投票，240
人赞成，议案将被提交给宪法监护委
员会签字生效。

根据该议案，政府将增拨2.6亿
美元用于导弹系统研发，另外增拨
2.6亿美元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
属的“圣城旅”。“圣城旅”主要在伊
拉克和叙利亚作战。

法案还将美国军方和安全部门及
其负责官员列入黑名单，不准他们入
境伊朗。与流亡海外的伊朗反对派组
织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有来往的多
名美国官员也被拉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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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及
周边地区清晨因强降雨引发洪水和泥
石流灾害，大片房屋被埋。塞拉利昂
国家广播公司14日晚报道，遇难人
数已经超过300人。由于灾害发生时
大部分居民正在家中睡觉，不少人未
能及时逃离，等到洪水退去，预计可
能发现更多遇难者。

红十字机构的初步统计显示，灾
害已经造成至少 3000 人无家可归，
难民人数可能持续上升。

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14日晚发
表全国电视讲话时说，已在受灾最严
重的区域建立了应急中心。目前，该区
域已经被封锁。由于天气恶劣且道路
受阻，救援行动进展缓慢。

(均据新华社电）

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损人不利己

谨慎拿捏尺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