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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队 阵容扩大

5月1日，是美国钢铝关税豁免的部
分国家豁免期到期的日子。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8日宣布，对进
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
税。3 月 22 日，美国表示暂时豁免对欧
盟、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
大、墨西哥、韩国等经济体的钢铝关
税，豁免期于5月1日结束。

美国单方面加征高额钢铝关税违反
世界贸易组织规定。分析认为，加征钢
铝关税是美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的
第一个大动作，是经济霸权主义前所未
有的傲慢表现。

随着关税豁免到期日临近，那些曾
暂获关税豁免的国家陷入深深的焦虑当
中，纷纷向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提起申
诉，希望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解决
问题。

俄罗斯卫星网援引世贸组织公布的
欧盟声明称：“欧盟特此知会美国政府、中
国政府及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鉴于巨
大的贸易利益，欧盟要求加入中国于2018
年4月5日向世贸组织成员国通报要求的
主题为‘美国对钢铁和铝制品采取某些措
施’的磋商。”中国香港、印度、俄罗斯和泰
国也均已提出要求加入这项磋商。此外，
挪威、新加坡、瑞士、土耳其、委内瑞拉等
国也表达了对美国对金属类产品加征关
税的失望与忧心。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王勇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对美磋商
阵营已有多个颇具影响的经济体，反映
了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加征钢铝关税的
确不得人心。”

此次 WTO 的磋商日程集中针对美
国，除了钢铝关税的磋商外，对美方对
太阳能面板及洗衣机征收高关税，中

国、韩国、日本和欧盟都表示非常不
满。

左右摇摆 欧盟犯难

据路透社报道，在获得美国临时豁
免钢铝关税的对象中，欧盟是第一个要
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经济
体。

“在美国钢铝税问题上，欧盟和中
国都是反对的。”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
何伟文表示，“这说明在维护世贸组织规
则上，欧盟和中国立场一致。”

王勇则表示，尽管欧盟加入中国发
起的对美贸易磋商，并不意味着欧盟准
备在中美贸易战中站到中国这边。路透
社报道称，主管经济和金融事务的欧盟
委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表示，欧洲既不
会支持美国，也不会支持中国。他说：

“选边站意味着我们将进入对抗氛围，这
不是处理问题的办法。”

继法国总统马克龙访美后，德国总
理默克尔于 4 月 27 日访美。分析认为，
法德两国领导人陆续访美的一个重要目
的，就是要求美国对欧盟钢铁和铝制品
永久性豁免关税。同时，默克尔访美前
夕依然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相信多
边合作可以增加每个人的价值，这也是
我们大力主张基于共同准则，尽可能进
行全球自由贸易的原因。”

“这反映了欧盟在面对中国和美国时
左右为难的矛盾心态。”王勇认为，欧盟
一方面希望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在
世贸组织框架下通过多边谈判解决贸易
争端问题；另一方面希望获得美国关税
豁免的特权，在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下独
善其身。

“美国试图利用‘232 调查’构筑一
个针对中、俄等国的国际统一战线，希
望欧、日、韩、澳等经济体可以成为与

之并肩战斗的盟友。”王勇说，这些国家
能否拿到钢铝关税永久豁免权要看他们
在中东问题、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的问
题以及中国问题上的表态。

分析认为，要回击美国的贸易打
压，中国主要还得靠自己的力量，不能
对欧盟等经济体寄予太多希望。一是美
国可以通过豁免一些国家而分化反对者
的态度，二是大部分受侵害的国家经济
体量比较小，有的政治和安全上严重依
赖美国，不敢对美坚决抵制。

抱团前进 多边合作

美国乱挥贸易保护主义大棒让世界
很“头疼”。

虽然很多国家迫于美国超级大国的
威严，不得不唯美国马首是瞻，但“得
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大逻辑依然成
立。为降低美国“任性”对自身经济的
不利影响，世界各国在耐心与美国进行
贸易磋商之余，也开始积极寻求多边贸
易合作。

为了共同应对美国，欧盟与墨西哥
近日加快了合作步伐。双方决定“升
级”将近 20 年前签署的自贸协定条款，
以期扩大双方在农业等领域的贸易，减
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

亚洲正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寻求“新

的平衡”。《印度教徒报》 网站发文称，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保护主义做
法，促使亚洲向内部转移重心，寻求新
的供应链和市场。中国、日本和印度似
乎迅速适应了后美国世界秩序的可能性。

报道称，特朗普对日本钢铁和铝施
加关税之后，时隔 8 年的中日战略经济
对话迅速重新开启。印度也随时准备与
中国达成新的地缘经济关系，再加上东
京与北京加强接触，一个密切合作的多
极化亚洲将得以建立。

“北京与新德里之间的喜马拉雅山终
于融冰”，据俄新社报道，中印两国领导
人于 4月 27日至 28日在中国湖北省武汉
市举行非正式会晤。

“莫迪和习近平的‘交心’峰会，将
为印中关系翻开新篇章”，印度《金融快
报》写道，6月莫迪还将再赴中国青岛出
席上合组织峰会。

“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源 于 中
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在博鳌
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
主席回顾了“一带一路”建设 5 年来取
得的成就，提出把“一带一路”打造成
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
作平台。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国际贸易多
边协商机制出现问题的时候，必然会出
现单边主义日益泛滥的问题，但经济全
球化的潮流是不可逆的。”王勇说。

贸易大棒引发众怒 各国争谋多边合作

美国当心赔了夫人又折兵
本报记者 贾平凡

4月 23日-27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异常繁忙。
除了举行3场贸易救济相关的会议外，还召开了WTO争端
解决机构（DSB）例会。

在一周的会议中，美国已成众矢之的：除“301调
查”之外，美方还面临各方面对其在钢铝关税的“232调
查”和对太阳能面板及洗衣机征收高关税等行为的质
疑，而美方试图阻挠WTO上诉机构开启法官甄选程序也
受到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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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问题需可信政治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任 彦 郑 彬

日前，中国企业华为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介绍了其5G解决方案的研发
成果。这是华为以“5G来了”为主题，开启欧洲10国卡车路演的第一站，
其无人机、机器人、虚拟现实、无人驾驶车等使用方案格外引人注目。

图为西班牙马德里华为路演的卡车实验室。 新华社发

华为5G欧洲路演西班牙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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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
近日，第13届摩洛哥国际农业展在摩洛哥北

部城市梅克内斯开幕。
本次展览主题为“农业物流和市场”。据主办

方介绍，本次展览吸引了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
1350多家企业参展。

展会期间，来自各国的参展商集中展示和推介
他们在农业和畜牧业领域的最新产品和技术。主
办方邀请的农业专家和学者介绍了最新的农业技
术，并就“农业物流和市场”等主题展开讨论。

第3艘
日前，俄罗斯第3艘12700型“变石”级基地

扫雷舰“伊万·安东诺夫”号在圣彼得堡中涅瓦造
船厂下水。

“伊万·安东诺夫”号扫雷舰由俄罗斯“金刚
石”中央海军设计局研制，俄罗斯国防部于2014
年签订制造“伊万·安东诺夫”号扫雷舰合同，
2017年1月扫雷舰开始建造，计划今年内交付海
军方面。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发 赵乃育作新华社发 赵乃育作

提起看病，不少人会羡慕发达国
家的一些医疗福利，其实发达国家医
院里的久待候诊、昂贵费用、误诊事
故等情形也屡见不鲜。医疗福利“看
上去很美”，享受起来却并不容易。

不久前，一则德国37岁孕妇流产的
新闻令人痛心。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
州的一个小镇上，一名怀孕 3个月的孕
妇因突然腹痛被丈夫送往附近医院急
诊。然而，由于只有一名急诊医生，前
台护士又认为孕妇无大碍，在经过长达
4 小时的漫长等待后，孕妇因为大出血
才被紧急推进手术室，此时胎儿早已死
亡。德国看病“治病不救急”的特点可
见一斑。

根据德国相关法律，每位拥有行
医执照的医生都有义务定期参与急诊
服务。然而，这一义务一般只在工作
合同中提及，联邦层面并没有统一规
定医生参与急诊服务的最低频率和时
间。结果，德国现有急诊医生力量远
远不能满足病患的需求。

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当地
政府为鼓励医生多值急诊班，甚至补
贴每小时 18 欧元的值班费。德国联邦
消费者中心协会专家福格尔指出，这
依旧不能解决德国医疗最本质的问
题，就是医生资源过少。

虽然欧美等国家建立了完备的医
疗体系，但医院效率、普通医生和护
士的水平却远远跟不上现代医学的发
展步伐，加之高福利制度监管不严
等，导致这些国家医疗事故高发。

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今年1月底
公布了最新的政府医疗服务报告，披露
了诸多让人触目惊心的医疗事故。报
告指出，给不该做手术的病人做手术，
手术部位错误、手术器械留在病人体
内、输错血液等，都是澳大利亚医院里
常见的医疗事故。

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7个发达国
家进行的调查显示，每300名住院病人中就有一人死于医疗
事故。失误除了使用复杂药物的原因外，还包括医疗人员
劳累过度、人手不足、沟通不畅等。

在澳大利亚，每年有1.8万人因医疗疏忽死在医院；每
年有5万人因医疗疏忽遭受永久性伤害；每年有8万人因医
护人员用药错误不得不住院治疗。

此外，高福利制度监管执行不严，养出蠹虫。以法国
为例，2018年年初两名前医护人员因从医疗保险中欺诈获
利 63 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 492 万元） 被地方法院判刑，其
中一人在2010年到2014年间利用助产士的便利，采用虚报
发票金额、开具假发票、滥计出诊费等方式，从疾病保险
金库获利 27.7万欧元；另一人作为自由执业的护士，在一
年间开立了1.8万份医疗票据，是正常水平的3倍之多。

不可否认，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有其优点。以加拿大
为例，加拿大居民不论居住在什么地方都有健康卡，凭卡
看病，绝大多数的医疗服务都是免费的。但正如一个硬币
有两面，渥太华医学院教授雅格·布莱文津指出，因为看病
免费，人们即使没有严重或紧急病情，也会预约医生进行
检查，导致候诊名单很长，并且造成医疗资源浪费。

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一方面是致力于发展全民医
保，另一方面是社保体系下的严重赤字和公立医院的不堪
重负，为医疗系统增添重重危机。工资不高、工时超长，
直接导致医生大量流失。如何在减少开支的情况下更合理
地分配公共资源，确保民众和医护人员双向满足，将是发
达国家医疗模式不得不应对的问题。

为期两天的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
4 月 25 日在布鲁塞尔闭幕，这是以

“支持叙利亚和地区未来”为主题的
第二届布鲁塞尔会议。与会代表普遍
认为，军事打击只会使叙利亚局势进
一步恶化，引发更大规模地区动荡，
造成更加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只有
重返政治协商的轨道，才能最终解决
叙利亚问题。

政治谈判 唯一途径

本次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由联合
国和欧盟共同主办，旨在为联合国主
导的叙利亚和平进程寻求政治支持，
并为缓解叙利亚人道主义灾难募集善
款。来自 57 个国家、10 个地区性组
织、19个联合国机构和250多个非政
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向会议
发来的视频讲话中表示，“今天的叙
利亚问题已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最
严重的威胁之一。军事手段不是解决
叙利亚危机的方案，解决方案必须是
政治性的。”他表示，将继续与各会
员国进行接触，为叙利亚问题寻找真
正的、可信的政治解决方案。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
米斯图拉出席会议并表示，近期叙利
亚局势出现了恶化，“我们已经看
到，在过去的几周里，军事行动不仅
没有给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带来任何积
极变化，反而使叙利亚问题变得更加
棘手。”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
盖里尼表示，“我认为谈判显然是解
决叙利亚问题的唯一途径。”她说，
叙利亚人民是无休止的战争的最大受

害者，目前迫切需要各方停止敌对行
动，“叙利亚不是棋盘，这不是一个
地缘政治游戏。叙利亚属于叙利亚人
民”。

俄罗斯驻欧盟代表弗拉基米尔·
奇若夫表示，外部势力的干预使叙利
亚问题近期再次出现恶化的趋势。美
英法对叙利亚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完全
不合法的，是一次彻底的侵略行为。

人道援助 四十四亿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信息，叙利亚
战争已进入第8个年头，比第二次世
界大战持续的时间还长，已经造成
30多万人死亡，150万人残疾。旷日
持久的内战也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
灾难。现在叙利亚国内超过 1300 万
人衣食无着，叙利亚70%的人口处于
极度贫困当中。

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事务的副秘
书长马克·洛科克在会前警告说：

“2018年的最初几个月，叙利亚的人
道主义危机进一步加深。超过 70 万
人因为战争和缺少基本生活物资而流
离失所，许多人从年初至今已经不止
一次被迫离开家园。”

根据会后发布的联合主席声明，
与会各方同意共同出资 44 亿美元，
用于 2018 年的叙利亚人道主义援
助；与会各方还承诺出资 34 亿美
元，用于 2019 年至 2020 年的叙利亚
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岩应邀
出席今年的会议。解晓岩介绍，在向
叙民众提供援助的队伍中，中国从未
缺席。截至目前，中方已通过双多边
渠道，向叙人民包括境外难民多次提

供紧急人道主义物资和现汇援助，总
计超过 7.4亿元人民币。未来，中国
将加紧落实有关人道援助承诺，继续
向叙人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方建议 世界赞赏

解晓岩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解决
叙利亚问题的三点建议：一是坚持在
对话和谈判基础上推进政治进程，在
尊重叙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础
上，发挥联合国作为斡旋主渠道的作
用，形成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案；二
是将停火止暴落到实处，避免产生新
的冲突爆发点；三是国际社会应相向
而行，形成合力，解决方案应寻求充
分协商，兼顾各方关切。

中方的发言引起会议各方广泛关
注和支持。莫盖里尼表示赞赏，并期
待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发挥更大作
用。很多国家的代表认为中方的立场
和建议公正、平衡，中国与叙问题各
利益相关方始终保持沟通和对话，为
叙利亚危机的解决贡献了积极的方
案。

“中方长期以来在解决叙利亚问
题上扮演了劝和促谈的角色。”解晓
岩对本报记者说，中国是负责任的大
国，愿意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贡献自
己的力量。

根据联合主席声明，与会各方普
遍认为，武力不能解决叙利亚问题，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重启政治谈判进
程。与会代表也同意联合国是叙利亚
政治谈判进程的主导力量，各方应根
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开展有实质
意义的政治谈判，使叙利亚各方利益
都能得到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