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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太远 美国太近

“我们正处于（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
好时期。这个消息像是泼了我们一身冷水。”
墨西哥外交部副部长希德愤怒地表示，美国
威胁加征关税会有灾难性后果，对两个正在
升级自贸协定的国家来说有些荒唐。

威胁加征关税似乎还不解气。据“今日俄
罗斯”（RT）报道，6月2日，特朗普在推特上直
言不讳地指责墨西哥，数十年来一直在利用
非法移民、走私犯和贩毒集团“虐待”美国。他
要求墨西哥必须采取措施，阻止非法移民涌
入美国。

“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外媒感
叹，和美国拥有绵长的边境线，墨西哥近日
愈发意识到：做美国的近邻真不容易。

众所周知，去年11月，美墨加正式签署
贸易协定 （USMCA），目前正处在三国议会
各自审议待通过阶段。

“在此背景下，美国突然‘袭击’墨西哥，
令人费解。”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政治
研究室主任杨建民对本报记者表示，为使美
墨加协定能在美国国会通过，今年 5 月 17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声明，宣布取
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钢铁和铝加征关
税。突然又宣布对墨西哥加征关税，这是背
信弃义、自己反对自己的行为。

错愕愤怒之余，墨西哥试图寻找积极理
性的解决方案。6月1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重申，希望两国以对话方式化解非法移民危
机。6月 5日，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
拉德率代表团到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磋商加征关税事宜。

但墨西哥也不准备一味妥协。洛佩斯
说，如果美方落实加征关税措施，墨方已有
应对方案，同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墨西
哥一些商业组织呼吁政府回击美方加征关税
举措。

对墨加征关税，美国国内的质疑反对之

声亦不绝于耳。“非法移民的确会给美国带来
的很大伤害，然而，这些关税却会进一步惩罚
我们的公民。”美国传统基金会学者卡拉法诺
指出：“美国民众将被迫为日常商品和服务付
出更多的经济代价。”CNBC网站引述白宫消
息人士的话称，“姆努钦和莱特希泽虽然经济
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在反对征税问题上，表
现出罕见团结。”

“分层级、分时段加征关税，是特朗普
政府惯用的心理战术，即通过层层加码的方
式 迫 使 对 手 屈 服 ， 是 典 型 的 零 和 博 弈 思
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主
任李庆四认为，反对非法移民是一贯态度，
加征关税是惯用手段，特朗普通过关税向墨
西哥施压并不奇怪。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此次美国对墨西哥所有产品加征关税，
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杨建民表示，这表明特
朗普政府对非法移民问题极端重视，不惜背
离协议，牺牲与墨西哥的经贸关系。

醉翁之意不在酒。专家分析认为，美墨
边界的非法移民潮由来已久，美国此举意图
并不简单。

在发布对墨加征关税的声明后，5月31日，
特朗普又指责“墨西哥已经占美国便宜数十
年”。《华盛顿邮报》称，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置身
于同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的全面贸易战中。

“特朗普政府希望打着解决非法移民问
题的旗号，使美国对墨西哥加征关税长期
化，进而削减墨西哥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迫
使更多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美国，促使

‘制造业回归’。”杨建民说。
向墨征关税似乎不是简单的贸易问题。

“解决‘非法移民危机’是特朗普的竞选承
诺。特朗普政府把解决非法移民危机的皮球
踢给墨西哥，一方面胁迫墨西哥采取行动，
另一方面是为了同反对他建隔离墙的民主党
争 夺 话 语 权 ， 在 国 内 政 治 斗 争 中 赢 得 优

势。”李庆四分析。
值得玩味的是，此次特朗普政府对墨西

哥加征关税，借助的是1977年通过的《国际
紧急经济权力法》。该法案给予美国总统在

“国家紧急状态”之下不受限制地征收关税
的权力，因具有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而多年
未用。

而把“移民”当作征税理由的合法性也遭
到质疑。据《今日美国》报道，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联合创始人伯格斯滕认为，特朗普政
府的决定会在法庭上受到质疑，联邦法官可
以在法庭审理案件时下令取消关税。

俄罗斯“今日经济”援引俄战略研究所
专家霍洛德科的话说，美国对他国实行的是

“经济恐怖主义”，其在国际舞台的侵略性和
粗暴行为为所有国际关系参与者所见，包括
美国的盟友。

李庆四认为，近年来，美国逆全球化而
动，希望利用超级大国优势，奉行贸易保护主
义和单边主义，试图通过双边谈判和关税施
压等手段，实现各个击破、一网打尽的目的。

“关税不是万能武器，解决不了美国的
根本问题。美国的根本问题是国内消费过
度，储蓄率很低，劳动力成本很高，导致很
多产品无法在美国国内生产。”中国社会科
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认为，
美国需要正视自身问题，而不是嫁祸他国。

得不偿失 自食其果

“我们不会走到不得不关闭边境那一
步，因为对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惩罚将是巨大的。”特朗普对关税

“神器”信心满满。
“关税：特朗普的灵丹妙药”，美国 《纽

约时报》 以此为题的社论讽刺说，特朗普似
乎认为关税是解决一系列外交政策问题的方
案。事实是，墨西哥不会为新征关税埋单，

就像他们不会支付建墙费一样。
“大幅减少或消除”非法移民数量，绝

非一朝一夕之功。
美方的自信来自哪里？袁征认为，现在

墨西哥还没有放任非法移民问题不管，是因
为其严重依赖美国市场。迫于关税大棒压
力，墨西哥可能会做出适当妥协，做出口头
承诺，加强边境管理，管制非法移民。

但也存在其他可能。李庆四表示，如果
美国执意加征关税，提出过分条件，超出墨
西哥承受范围，墨西哥可能选择对非法移民
问题彻底撒手不管，美墨边境失控的风险将
大增。此外，墨西哥还可能以牙还牙，将美
墨加协定暂时搁置，美国会因小失大。

“美墨加协定要黄！”美国国家外贸委员会
主席叶夏忧心忡忡地表示，“有什么贸易伙伴，
还会信任政府在达成协议方面的诚意呢？”

“信誉的破坏会让美国得不偿失。即使
签订双边协定，美国依然加征关税，为所欲
为。这种协议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吸引力都
会大打折扣，而且双方的诚信意识和契约精
神，都被严重践踏和损坏。“袁征分析，特
朗普加征关税的行为，给美墨加协定的未来
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据 《金融时报》 报道，美国全国制造商
协会主席杰伊·蒂蒙斯警告说，贸易和移民
混杂创造了一种“莫洛托夫燃烧瓶政策”，
必将给美国发展制造痛苦。

《今日美国》 报算了一笔账：作为对美
第二大出口国，墨西哥去年向美国出口3465
亿美元商品，主要是汽车、机械、电器、家
具及农产品。伯格斯滕的数据显示，25%的
关税将令美国总经济成本增加860亿美元。

李庆四认为，面对美国的贸易大棒威胁，
任何国家都不能心存侥幸，而应在多边主义
框架下加强协作，抱团取暖，共同应对。

上图：4月 5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
莱克西科市，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三）视察美墨
边境隔离墙时对媒体讲话。 新华社/路透

为阻止非法移民，对墨西哥再挥贸易大棒

美国把“加征关税”当神器了
本报记者 贾平凡

近日，美国再次抡起关税大棒，砸向自己的第三
大贸易伙伴国——墨西哥。理由是美墨边境非法移
民问题。

当地时间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6
月10日起，将对所有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征收5%的
关税。如果墨西哥不采取有效措施缓解非法移民问
题，关税将在7月1日增加到10％，8月1日增加到
15％，9月1日增加到20％，10月1日增加到25％，
并永久固定直到问题彻底解决。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1日，日本防卫相岩
屋毅与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
期间举行非正式会谈。双方就去年12月发生的“火控雷达
照射”事件 （韩方称“巡逻机威胁飞行”事件） 等交换了
意见，但并未达成共识。

针对分歧 寻求对话

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KBS） 报道，这场持续约 40 分
钟的双边会谈是“巡逻机事件”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僵局
后，日韩防长首次单独会晤，也是两位防长2018年10月份
后首次会面。

时隔半年重提“军事谜团”，双方依然针锋相对，各持己见。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岩屋毅在会谈中依旧坚持日方一贯看法，称
自卫队飞机飞行恰当，不存在韩方指责的“低空飞行”，并要求韩
方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郑景斗对此予以反驳称，日方所说韩
方使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自卫队飞机“毫无事实依据”，并再
次强调自卫队飞机是对韩方军舰“进行了威胁飞行”。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岩屋毅在会后表明，尽管问题没
有解决，但两国高层对话的方式对解决问题十分重要，往
后将尽力改进两国关系。郑景斗也表示，日韩赞同将在国
际社会的一切问题上紧密协作，继续推进相关工作协商。

新伤旧怨 难消难解

自去年12月20日雷达事件发生以来，日韩双方各执一
词，龃龉不断，让日韩关系一度降至冰点。

据日媒报道，韩国国防部在今年 1月 8日的记者会上表
示，针对这一雷达事件，韩国已经相应制定了专门针对友国军
用飞机实施低空威胁飞行时的具体行动指南。之后，韩国海军
取消了今年2月干部考察海上自卫队基地的计划，日本防卫省
也停止了海军自卫队舰艇停靠韩国。

“雷达事件导致日韩防卫交流规模缩小，阻碍了双方的

正常交流合作，但这不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唯一因素。”中国社
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认为，日韩之间
在双边问题上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长期影响两国关
系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本主要有两点，一是领土争端，二是历
史遗留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资料显示，就在雷达事件前一周，
韩国军方宣布在独岛（日称竹岛）近海进行为期两天的军事
演习，遭到日方强烈反对。今年1月28日，正处雷达事件持续
发酵之际，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主张争议岛屿为日本领土，引
发韩方严正抗议。此外，对慰安妇和劳工问题等处理方案的
悬而未决也让日韩之间频频对立，不断纠缠。

加强协调 求同存异

“日美韩防卫合作十分重要，日韩关系如果搞不好，会直
接影响到这一军事框架。”岩屋毅曾担忧，火控雷达事件如果
继续僵持，“日美韩”机制将遭受打击。

作为日韩共同的盟友，美国也很不放心。吕耀东分析：“日
韩同为美国盟国，三方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面对日韩关系的
冷却，美国心存忧虑，希望能把控好方向。”

今年 5月 23日至 28日，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
在关岛附近海空域举行了代号“太平洋先锋队”的海上联
合军事演习，这是美日韩澳四国首次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
军演。韩国广播电台 （KBS） 24 日称，韩日此前因“雷达
照射”问题引发外交摩擦，而美国则邀请韩日同时参加联
合演习，旨在对两国进行协调。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韩就半岛以及朝核问题未来
走向达成共识，均对朝鲜在5月初发射短程弹道导弹一事提
出批评，引发外界对日韩关系回暖的猜测。

“美国更希望日韩两国能够‘求同存异’，在诸多方面‘共
患难’，对于关注的共同问题，需要一起发力。”吕耀东表示：

“日韩双边问题解决是一个长期过程，此次两国防长在新加
坡的会面也仅仅是个开始。双方能否采取进一步措施改善双
边关系，还要看后续的情况。”

环 球 热 点

日韩关系回暖为时尚早
曹文潇

53名

6月 3日，尼日尔国防部发表声明说，
尼日尔与尼日利亚军队2日在乍得湖地区展
开联合行动，击毙53名极端组织“博科圣
地”武装分子，摧毁4辆汽车，并缴获大量
武器。尼日尔军队方面有3人受伤，清剿行
动仍将继续。

2016年 7月，尼日利亚、喀麦隆、尼
日尔、乍得等国组建的多国部队开始对

“博科圣地”进行联合打击。

数 字 天 下

3人

6月3日，黎巴嫩北部城市的黎波里发
生多起袭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
受伤。此外，袭击者在被追捕过程中自爆
身亡。

黎巴嫩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告诉新
华社记者，安全部队一名成员也在当天的
袭击中死亡。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
这名袭击者据信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有关联。

500枚

6月3日,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金银纪念
币，纪念俄中建交70周年。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央行当天发行的
纪念金币面值50卢布，发行量500枚。金币
正面图案为俄罗斯国徽；背面图案左侧为克
里姆林宫斯帕斯克塔楼，右侧为北京天安门
城楼，中间为俄文“70周年”字样。

纪念银币面值 3 卢布，发行量 5000
枚。银币正反面图案与金币基本一样，但
背面边缘增加了一圈彩色的装饰环。

6.1级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6月4日，日本鸟
岛近海发生6.1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报告。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
生于当地时间13时40分 （北京时间12时
40分） 左右，震中位于北纬29.1度、东经
139.8度，震源深度440公里。日本气象厅
还说，此次地震不会造成海啸。鸟岛位于
太平洋小笠原群岛，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
南约582公里处。

1200页

6月3日，加拿大失踪和被谋杀原住民
妇女和女童国家调查委员会向总理特鲁多
提交报告，报告反映了加拿大原住民妇女
和儿童所面临暴力行为威胁的严峻局面。

这份报告长达1200页，调查历时三年
多，收录了超过 2000人的证词，耗资 9200
万加元（约合 6800 万美元）。报告表明，仅
1980年至2015年间，就有数千名原住民妇
女和女童失踪或被谋杀，她们是“加拿大种
族灭绝”的牺牲品。报告呼吁加拿大各级政
府、执法机关和公众采取有效措施，解决
针对原住民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

（均据新华社电）

6月2日，奥地利第60届水仙
花节水上巡游活动在中部小城巴
特奥赛举行。一年一度的水仙花
节是奥地利规模最大的以鲜花为
主题的民间节日，每年吸引大量
游客前来。

▲上图：水上花船巡游现场。
▶右图：“水仙皇后”和“水仙

公主”参加水上花船巡游。
新华社记者 郭 晨摄

奥地利花船巡游水云间奥地利花船巡游水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