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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新时代上海合作组织新发展”国际智库
论坛在北京举行，百余位中外专家学者
为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建言——

上合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世界快
速变化，却变得更加脆弱。上合组织通
过安全合作、经济合作、人文交往等多
个“车轮”的同步运转，成为了强有力
的合作模式。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
路”政策等其他成员国发展战略形成对

接，这对各国和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
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巴基斯坦全球和战略研究中心高级
顾问詹久阿：世界渴望和平与发展，坚持
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议，以合作促进发
展，推动成员国走和平、稳定与繁荣之路，
是上合组织对地区做出的极大贡献，是其
未来在地区和世界发挥影响力的潜力所在。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各成员
国都面临发展重任，需要破解经济社会
结构性难题，各国应加强学术界、智库

界的合作，为上合组织在新时代实现新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世界经济室副主任杜尔巴：上合组织在
过去非常成功地发挥了维护地区安全的
作用，形成了优化的共同机制，未来将
继续支持多边合作，支持与“一带一
路”倡议的对接。

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国际局局长法兰
吉斯：我们见证了“上海精神”的生命力，
它符合时代精神、发展需要和共同关切。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卢贾
宁：和平和发展是总趋势，也是“上合模
式”的主流，上合组织有很多具体的理论
和实践经验，它融合了各个国家、各种文
化、不同的发展水平、官方和非官方的智
慧，对于应对挑战非常有价值。

近来，西方一些政客又为中
国对非合作辗转反侧睡不好觉
了。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主席努涅斯称，中国在世界各地
投资港口和基础设施，是出于军
事和控制各国政府的考虑。他表
示，委员会将调查中国在非洲扩
展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情况。这无
疑是“中国威胁论”的最新变种。

对此，中国的回应是两个成
语：“相由心生”、“疑邻盗斧”。
中国还有一句奉劝：希望美方有
关人士大气一点，阳光一点，不
要老是用阴暗的视角看待正常的
合作，也不要用自己霸权的思维
去揣测解读别国追求共赢的善意。

近来，非洲频频吸引美国的
关注。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明
显，就是发现自己在非洲“掉
队”了。

英国 《金融时报》 网站就曾
评价，如果唐纳德·特朗普的“美
国优先”政策有一个镜像，那便
是“非洲最后”。事实上，美国对
非洲的不重视由来已久。而且，
长久以来，美国对非洲的援助模
式也始终没能取得令美国满意的
效果。

但是，如今，中非合作开始
结出累累硕果。中国已经取代美
国 成 为 非 洲 第 一 大 贸 易 伙 伴 ，
2016 年末在非投资突破 1000 亿美
元大关。按照很多西方媒体的说
法，在非洲，美国已经被中国远
远甩在了身后。更重要的是，多
方评价都认为，中国在非洲找到
了一种有效的合作方式，让中非朝着合作共赢的方
向大步前进。

美国开始坐不住了。一些心态复杂的官员和媒
体认为，是美国缺位，才让中国有了在非洲发展的
机会。按理说，要奋起直追，可以学习借鉴，可以
另辟蹊径。但是，美国却选择了“怼”中国，抹黑
中国在非洲的形象。

这一边，美国助理商务部长沃尔什宣布美国援
非政策将从单纯援助转向商业接触。那一厢，从时
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到努涅斯，美国在抹黑中国上
不遗余力。

美国的表现让人有些啼笑皆非。作为当今世界
唯一的超级大国，本应该有大的气度，但是美国却
用这种小气狭隘的表现为自己成功“抹黑”。连非洲
联盟主席法基都毫不客气地当着蒂勒森的面说：“非
洲国家现在足够成熟，会以自己的意愿衡量和任何
国家的合作。”

更令人无语的是，尽管西方媒体和政客们一直
指控中国在非洲是“新殖民主义”，但一些西方投资
者已经在谋求与中国合作，充分利用中国在当地日
益广泛的存在，从中获益。说一套做一套，这正是
美国 《外交学家》 网站文章 《中国在非洲——为什
么西方应该停止抱怨开始接触》描绘的景象。

非洲社会赞叹，中国“惊人的再度崛起”是
“非洲开始复兴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中国在非洲
的作为将为非洲和西方都带来机遇。美国究竟该怎
么做？答案很清楚。

各方规劝 难阻大棒

来自国内外的各方劝阻终究没有起
效。上周，在一片反对声中，美国总统特
朗普签署备忘录，宣布依据所谓“301 调
查”结果，拟大规模限制中国对美贸易和
投资。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此前参议院
听证会时表示，征收关税的商品将包括航
空、铁路，新能源汽车和高科技产品。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在 15 天内公布商品
清单，随后将有30天的公示时间。

对于这个决定，特朗普表示，美国对
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失控，美国将依据莱
特希泽自去年开展的“301 调查”对中国
出口向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

2017年 8月，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公
告，正式对中国启动调查。这次调查是根
据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启动，目的
在于查清“在技术转移、创新和知识产权
保护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是否对
美国的贸易利益有不合理的歧视或损害。”

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刘鹤日前指出，美方近期公布 301
调查报告，是违背国际贸易规则的，不利
于中方利益，不利于美方利益，不利于全
球利益，中方已经做好准备，有实力捍卫
国家利益；希望双方保持理性，共同努
力，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

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
全”为由，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
25%和 10%关税的行为，同样引起欧盟等
众多国家的不满和回击。

国际贸易 拒绝零和

面对一众反对，特朗普政府一意孤

行，其背后有中期选举的迫切压力，也有
“美国优先”的惯性思维。

随 着 2018 年 美 国 国 会 中 期 选 举 临
近，手头政绩乏善可陈的特朗普急需笼络
民心。不少分析认为，此前，性丑闻以及
频繁更换内阁成员等新闻给特朗普的形象
带来严重冲击，最近他在贸易领域的一系
列强硬动作，正是为了应付美国国内对其
领导能力的质疑。

“2016 年大选期间，特朗普一再攻击
中国抢夺美国市场和就业机会，承诺上台
之后对华采取措施。目前，中美之间存在
贸易逆差，特朗普政府就想拿中国开刀，
作为对国内选民的交代。”中国社科院美
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特朗普对
华挥动“贸易大棒”，意在讨好选民。不
过，最终受伤最深的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们。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都知
道，国际贸易不存在完全公平的情况，特
朗普政府将重税作为武器打击贸易伙伴的
行为实在不明智。

上台以来，“美国优先”一直是特朗
普政府标榜的口号，并成为其贸易保护主
义的外衣。这次也不例外。特朗普挥起的

“贸易大棒”，内含逻辑正是其固守的“美
国优先”思维和反全球化倾向。

“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理解
过于狭隘，不愿承担太多责任，总是认为
其他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袁征直言，
特朗普政府实际是算偏了账。

荷兰莱顿大学经济史教授理查德·格
里菲斯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关于自
由贸易的国际共识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假
设，一是比较优势，二是合作共赢。显
然，特朗普政府并不认可，而是将国际贸
易视为一个零和游戏，其基本法则是所谓
的本国利益优先。美国这种单边主义的做
法将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造成严重破坏。

单边孤立 得不偿失

毫无疑问，保护主义和经济孤立只能
让美国得不偿失。如美国圣托马斯大学休
斯顿分校教授乔恩·泰勒日前接受媒体采
访时所言，过去多年来，全球化在全球范
围内塑造了一体化的供应链，一味提高关
税是对全球化进程的无视和无知。

对于全球而言，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
单边主义贸易保护措施将带来更多风险。

据路透社报道，22日特朗普签署总统
备忘录当天，美国股市收盘急挫，三大股
指均创下 2 月 8 日以来最大单日百分比跌
幅。欧洲股市、亚太股市同样无法幸免。

“中美贸易战还未真正开打，全球股
市已经出现大幅下挫，这就足以说明问题
的严重性。”袁征指出，作为世界第一、
第二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一旦爆发贸
易战，不仅将两败俱伤，也可能给正在复

苏当中的世界经济带来重创。“同时，相
关国家可能因此采取一些贸易保护措施，
保护本国利益，进而造成连锁反应，导致
全球市场出现混乱。”

英国经济学家加文·戴维斯近日撰文
称，特朗普的贸易议程不仅可能会对美国
的经济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而且如果考
虑到关税对全球供应链产生的暂时性效应
以及人们因为对贸易政策的不确定而信心
受损，结果将变得更糟。

《日本经济新闻》 也在社论中指出，
特朗普政府动辄威胁进行单边贸易制裁的
贸易政策，在损害各国对美国信任度的同
时，也扰乱了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秩序。

事实上，美国不乏因为贸易保护主义
伤人伤己的前车之鉴。1930年，美国签署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多种进口
产品征收高额关税，非但没有将美国经济
从金融危机当中拯救出来，反而引发全球
贸易大战，让全球经济陷入更深危机。如
今的特朗普政府当以史为镜。

土耳其军方近日发表声明说，土耳其军队
及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已于当天“完全控
制”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

土方行动 各方回应

早在 1 月 20 日，土耳其即对阿夫林地区发
起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
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对于土耳其此次“橄榄枝行动”，俄罗斯外
交部 20日发布消息称，莫斯科呼吁冲突双方均
保持冷静。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21日呼吁土耳
其保持克制。叙政府则对土耳其在阿夫林发起军
事行动表示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军事行动是对叙
利亚主权的“野蛮侵犯”。

谈及土方此次行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此
次攻占阿夫林是‘橄榄枝行动’的阶段性成果”。
他同时也说，“库尔德武装主要的有生力量并没
有被消灭，而是可能向东转移到了曼比季地区，
所以接下来土耳其如果想巩固在阿夫林地区的
局势还将面临不少的挑战。”

一箭三雕 各国默许

土耳其此次攻占阿夫林地区，实际上是出
于多方面的考虑。孙德刚指出，土方目的有

三：军事上打击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政治上
在阿夫林地区建立缓冲地带，阻止叙利亚的库
尔德人做强做大；战略上阻止土耳其的库尔德
工人党、叙利亚的库尔德民主党、伊拉克的库
尔德民主党以及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等力量结
成统一战线、寻求独立。

面对土耳其“橄榄枝行动”，西方国家集体
“哑言”的背后有着自己的利益考量。孙德刚谈
到，美俄双方都在讨好土耳其，不希望其倒向
对方的阵营。“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希望形
成俄、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的统一战线。美
则通过减少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支持的方式默
许土耳其占领阿夫林地区。”

孙德刚还表示，叙政府虽在外交辞令上对
土耳其表示强烈谴责，但实际上叙巴沙尔政府
正好利用此时机，推进对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
地区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叙利亚政府可一
举两得，坐收库尔德武装实力削弱、政府军行
动向前推进的渔翁之利。

利益均沾 局势复杂

对于土耳其的下一阶段的动作，孙德刚认
为：“土将继续切断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土耳其
库尔德工人党的军事联系；同时进一步向东进入
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的据点曼比季。”

他认为，土耳其、叙利亚自由军和土库曼人
会进一步巩固在阿夫林地区的军事实力。等到俄

罗斯和叙利亚拿下东古塔地区之后，土
耳其很难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同时就目前来讲，“土耳其如果继
续向东进入库尔德地区，会影响到美国
的战略利益。美国很可能会采取某些措
施阻止土耳其继续东进。”孙德刚表示。

因此对于叙利亚未来的局势，孙
德刚预测称，“最后很可能是叙利亚一
分为四的结果”，“美国靠叙利亚东北
部的库尔德人控制全国约 1/4 的土地，
俄罗斯支持巴沙尔政府控制全国绝大
部分城市，土耳其则依靠叙利亚自由
军力量在阿夫林地区建立缓冲地带，
伊朗通过真主党在叙获得势力范围。
未来叙利亚局势会进一步复杂化。”

美国一意孤行 世界一声叹息
本报记者 严 瑜

美国一意孤行 世界一声叹息
本报记者 严 瑜

美国特朗普政府掀起的贸易保护阴云弥漫不散。3

月 27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

“美国与很多国家都在进行贸易谈判，这些国家多年来

一直没有公平地对待美国。结局将是圆满的。”

结局是否真能如其所言，我们不得而知。一个清

晰的事实是，特朗普政府执意采取的对华贸易保护主

义政策损人害己，其负面效应将蔓延全球，没有一方

能成为赢家。

环
球
热
点

超
级
大
国
的
小
里
小
气

张

红

超
级
大
国
的
小
里
小
气

张

红

叙乱局乱上加乱
王 希

图为 3 月 24 日在叙利亚阿夫林街头拍摄的土耳其士
兵。 新华社/路透

3月27日，俄罗斯莫斯科、克麦罗沃等多个城市的民众自发聚集在当地主要广场等地，悼念克麦罗沃购物中心火灾事件中的遇
难者。图为在莫斯科，一名儿童摆放鲜花悼念克麦罗沃火灾遇难者。 叶甫盖尼·西尼岑摄 （新华社发）

俄罗斯民众悼念克麦罗沃火灾遇难者俄罗斯民众悼念克麦罗沃火灾遇难者俄罗斯民众悼念克麦罗沃火灾遇难者

“新时代上海合作组织新发展”国际智库论坛举行

中外专家点赞上合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