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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成立首家中国研究中心

据新华社德黑兰4月14日电（记者马骁、穆
东） 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伊朗塔巴塔巴伊大学联合
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 14 日在德黑兰举行揭牌仪
式。这是伊朗成立的首家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

揭牌仪式上，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萨贾德普尔
致辞说，伊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发展对华关系
对伊朗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塔巴塔巴伊大学校长
侯赛因·萨利米表示，两所大学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关系，在塔巴塔巴伊大学成立伊朗首家中国研究
中心具有里程碑意义。

德黑兰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贝赫扎德·沙汉德赫
在发表演讲时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非
常务实，中国在 4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数亿人口脱
贫，“这是个奇迹”。

矛盾发酵

连日来，美欧互相指责，矛头直指对
方对飞机制造商的补贴。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4月8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一份拟加
征关税的欧盟产品清单，涵盖空客飞机到
名牌奶酪等品类，并指出 110 亿美元正是
欧盟违规补贴空客公司对美国航空业造成
的损失额度。次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
交平台上发文称：“欧盟多年来在贸易上占
美国的便宜，很快就将停止。”

对此，欧盟的报复措施来得很快。英
国 《金融时报》 13日报道称，欧盟委员会
正寻求对价值 120 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产品
征收惩罚性关税，以报复美方未能遵守停
止向波音公司提供补贴的世贸组织初裁。
法国财长勒梅尔警告说：“如果我们再受到
毫无道理的来自美国的制裁，欧洲将准备
以团结一致的方式做出回应。”

自 2004 年 10 月起，美欧从起诉对方
“非法”补贴，到起诉对方“不遵守裁
决”，再到如今互抛报复性关税，双方围绕
飞机制造商的补贴纠纷已经成为一场“拉
锯战”。去年5月，世贸组织裁定欧盟仍存
在对空客的违规补贴行为。今年 3 月，世
贸组织认定，美方仍以减税方式每年向波
音提供大约1亿美元违规补贴。

此次“波音与空客之争”并非偶然，
而是美欧贸易争端的又一轮发酵。

2018年5月，美国宣布对欧盟征收25%
的钢铁关税，征收 10%的铝关税。作为报
复，欧盟对总额 28亿欧元 （约合 32.4亿美

元） 美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7月，特朗
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暂缓新关税以
及进行贸易磋商达成共识。

然而，在大半年的“停战期”里，美
欧贸易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而双方此番借关税“斗法”，将看似沉寂、
实则暗流涌动的贸易争端再次摆上台面。

借题发挥

美国借“补贴”发难，醉翁之意不在酒。
对此，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赵柯向本报记者分析，美国意在借增加关税
这一实质性的举动，向欧盟释放警告信号，
以敦促欧盟尽快启动和美国的“三零”（零关
税、零非关税壁垒和零补贴）自贸谈判。

英国 《金融时报》 援引相关分析称，
美欧此番因飞机补贴针锋相对，“可能会加
剧更广泛的跨大西洋贸易紧张局势”。该报
道进一步指出，美国一直以欧洲钢铝产品
为加征关税的目标，并多次威胁要打击欧
洲汽车行业。“这些举动将引发一场超越世
贸组织框架的贸易战”。

“当前美国在对外贸易中奉行‘美国优
先’政策，基于自身经济利益和国内选举
政治需要，不断挑起并升级与主要贸易伙
伴的贸易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美欧贸
易争端中，美国的主要诉求是减少贸易赤
字及保护一些遭受进口产品冲击的行业。

赵柯分析说，当前，美欧贸易争端可
以概括为“逆差”、“补贴”和“标准”三
方面。具体来说，美国认为欧盟的市场开
放度低于自身，由此造成了美国对欧盟的

贸易逆差，这一观点的“调门”在近两年
不断提高。此外，美欧在产品补贴上纠纷
未解，双方奉行不同的行业安全标准，导
致贸易争端时有发生。“美国把美欧贸易分
歧片面归纳为‘欧洲占美国的便宜’，缺乏
通过谈判回应各自关切的耐心，而更愿意
以关税手段施压，迫使欧盟让步。”

埋下隐患

随着欧盟委员会获得谈判授权，美欧
自贸谈判启动在即，然而美国用关税大棒

“极限施压”。彭博社的评论指出，“特朗普
政府发出的征税威胁可能会使美欧贸易谈
判更加困难。”美国亚洲协会副主席、前贸
易谈判代表温迪·卡特勒也悲观地预测：

“我们仍处在与去年相同的‘关税世界’
中，这里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性。”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看
来，美欧贸易谈判存在一定困难。美欧在
是否应该将农业纳入贸易谈判的问题上已
经存在分歧。“美国坚持认为，如果欧洲想要
达成协议，就必须包括农业。欧盟官员则表
示，农业问题从未提上议程。”赵柯认为：

“美欧双方对谈判涵盖范围的解读不同，这

是目前的最大障碍。”正如CNN所说，“这
一分歧可能使谈判在开始之前就破裂。”

此外，据CNN分析，法国作为欧盟主要
成员国，对美欧谈判的态度并不积极。法国
总统马克龙曾表示，贸易协议中只有一方
遵守 《巴黎气候协定》 的环境标准是不公
平的。“法国不能阻止欧盟与美国开始贸易
谈判，但它可以影响结果。所有欧盟成员国
都必须签署欧盟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

王勇指出，总体来说，欧洲支持多边主
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全球
治理的现有框架；而美国则奉行单边主义理
念，对国际合作持怀疑态度。此外，欧盟虽有
共同贸易政策，但内部达成统一意见也有难
度。这些因素为谈判带来不确定性。

“贸易谈判的前景并不会令每个人都满
意。”美国新闻网站“政治”称，“但目前
启动谈判将有助于稳定布鲁塞尔和华盛顿
之间紧张的经济关系。”欧洲议会贸易委员
会主席贝恩德·郎格也表示：“谈判只是降
低跨大西洋贸易紧张局势的一种手段。”

“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将影响跨大西洋关
系的稳定，影响美欧在国际问题上的协调
合作。双方最终还是会找到一个妥协点，
但可能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王勇说。

北大举办区域与国别研究研讨会

本报电 （记者贾平凡） 在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由北京大学区
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的“面向 21世纪的区域与国
别研究：世界经验与中国范式”国际研讨会近日
举行。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 2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 50位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国际学者以
及国内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共百余位代表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经验。

此次会议还设置了六个平行分论坛，主题分
别为新世界、新区域、区域研究的理论范式、区域研
究的地区经验、区域研究的美洲视角、区域合作与
共同发展和区域聚焦：东南亚与中东。针对全球发
展面临的新挑战及各自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
的新问题，参会代表们提出了不同解答和经验。

今年 4 月 12 日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成立一周年。一年来，研究院以开展人才培养、
学术研究、智库建设和对外交流工作为使命，定
期举办各种学术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及各
界人士就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
题展开研讨。

争端又起 互不相让

美欧自贸谈判未启即遭“逆风”
本报记者 李嘉宝

争端又起 互不相让

美欧自贸谈判未启即遭“逆风”
本报记者 李嘉宝

近日，围绕贸易问题，美欧开始新一轮“互相伤害”。综合多
家外媒消息，继美国表态将对价值11 0亿美元的欧盟产品加
征关税后，欧盟委员会正寻求对价值12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
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预计4月17日将公布这份关税清单。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正值美欧自贸谈判向前推进的关键
阶段。据美国新闻网站“政治”此前消息，欧盟各国大使就
授权欧盟委员会启动谈判达成“原则上的协议”。欧盟同意
在不进行任何讨论的情况下，于4月1 5日批准这项协议。专
家分析指出，美欧关键分歧未解，这场自贸谈判前景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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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聆听大会发言。本报记者 贾平凡摄与会专家聆听大会发言。本报记者 贾平凡摄

2018年7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二）在华盛顿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左一）。
新华社/法新社

2018年7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二）在华盛顿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左一）。
新华社/法新社

依托自然山水格局和历史文化脉络，四川省广元市突出全域旅
游带动，东拓北进拉大城市骨架，完善城市康养旅游功能，“康养之
都”，雏形初现。“有山皆绿、有水皆清、有土皆净，我们的最大优势在
生态、环境和气候。”四川广元的目标是打造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

聚优成势打造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近年来，广元先后出台了《广元市健康产业发展规划》《关于推进
绿色发展实现绿色崛起建设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的决定》等文件，
全面发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创建全国中医养生保健基地，加快建
设川陕甘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康养之都”，建成辐射川陕甘毗邻地
区的医疗中心。

全市有13家医疗单位开展医养结合，医养结合床位居四川省前
列。通过各级医疗机构老年病房对养老机构老人开展双向转诊及住
院医疗服务，构建养老和医疗机构之间的“绿色通道”，医养结合覆盖
全市 87%以上养老人员。2016年广元市被国家卫计委、民政部确定
为第二批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

广元市大力规划康养重点项目，其中纳入养老健康服务业重大
项目库 54个，推出重点招商项目 27个，签约 18个，总投资 145亿元。
已成功申报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1个（曾家山西部康养基
地）、项目2个（市中医医院颐康院、汤山女皇温泉）。已建成市中医医
院、市精神卫生中心、利州区上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彩虹养老中心）
等 9个医养结合项目。在建项目 8个，总投资达 62.8亿元，有四川广
元康养示范产业园项目、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专科医养综合大楼建
设项目等。

生态让广元成为发展康养产业的“宝地”

作为致力于打造现代国际康养目的地的城市，广元拥有优良的
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康养资源，具备发展健康产业的良好基础。独特
的生态禀赋、富集的医疗资源、优良的空气和便捷的地理交通，使广

元成为发展康养产业的“宝地”。
广元既有南方的湿润气候，又有北方天高云淡、艳阳高照的特

点。植被茂密，森林覆盖率56.18%，负氧离子含量高，有“天然氧吧”
之称。空气质量良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以上天数年均保持在
363天左右，年均气温16.1摄氏度。

广元地处嘉陵江上游，嘉陵江在广元境内230余公里，嘉陵江等江
河出境断面水质达国家二级标准，广元95.24%的土壤为无公害土壤。

广元有剑阁、旺苍、昭化、利州等连片温泉带，已建成剑门关天赐
温泉、旺苍鹿亭温泉、利州女皇温泉、昭化巨石温泉等，2010年 12月
被国土资源部命名为首批“中国温泉之乡”。境内旅游资源丰富，名
胜众多，拥有剑门蜀道和唐家河等著名旅游景点，国家AAAAA级旅
游景区1个，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19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处，十
分有利于发展康养产业，打造养生之都。

广元丰富的医疗资源为发展康养产业提供了基本保障。全市有
各级各类卫生机构3531个（含民营医院和诊所），三级甲等医院4所，
三级乙等医院5所，拥有量位居四川省前列。2015年，广元成功创建
成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市。

广元建成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241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
准化生产基地 166万亩、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25万亩。全市农产
品部省级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9%以上。全市认证“三品一标”农产
品 338 个。曾家山高山露地绿色蔬菜直销香港澳门，苍溪红心猕猴
桃、青川黑木耳等产品销往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广元市境内中药材和中草药品种达 2500 余种，其中大宗药材
327种，四川省49种道地中药材广元出产30余种，是全国中药材主要
产区之一。“青川天麻”“旺苍杜仲”“苍溪川明参”“昭化茯苓”等被认
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广元位居成都、西安、兰州、重庆四大城市的几何中心，是川、陕、
甘三省结合部的一颗璀璨明珠，是连接西南西北的立体综合交通枢
纽，西成高铁2017年建成通车，广元机场已开通北京、杭州、广州、深

圳、上海、海口等9条航线。

让游客感受到生态康养带来的魅力

今年入春以来，“利州龙潭赏花节”“苍溪梨花节”“朝天沙河甜樱
桃熟了”……一个个好消息“刷爆”微信朋友圈。广元紧扣“吃住行游
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坚持文化与生态康养相结合，坚持产业与生态
康养相结合，坚持环境与生态康养相结合，坚持精准扶贫与生态康养
相结合，通过“多元”发展积极推进生态康养品牌打造，让游客在广元
的每一个区域都能感受到特色康养带来的魅力。

推进医养融合助力服务产业发展

广元目前有300余家日间照料中心，城乡老年人均能受益。下一
步，四川广元将加大医养融合服务产业发展支持培育力度，创新现代
医疗服务技术与养老保障结合，巩固推进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模式。

依托广元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质的卫生资源，进一步完善康养融
合服务产业的规划设计，持续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将四川广元康养示
范产业园建设成为医养康养示范基地。

持续实施《广元市健康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与养
老服务相结合实施意见》，以广元市中医医院颐康院项目、市第一人
民医院康乐苑项目、苍溪县中医医院医养融合项目等项目建设为重
点，加大推进力度，确保尽早建成并投入营运，造福一方百姓。巩固
推进全国基层中医药先进市建设成果，发挥中医养生在医养融合中
的作用，加强中医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合作，扩展医养融合深度和
广度。

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培训专业精英团队，加强与名校、名院、名医
交流合作，探索医养与旅游结合的发展新路径，加强机构医养结合、
康养服务，扩展居家康养服务，探索“互联网+医养”新路，努力创建全
国医养、康养试点示范高地，创建川陕甘结合部区域医疗中心，创建
全国医养旅游目的地，创建国际康养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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