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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正式开始

近日，在多次延期之后，印度政府最
终决定自 6 月 16 日起对包括杏仁、核桃、
豆类和铁板轧制产品在内的29种美国商品
征 收 额 外 关 税 ， 加 征 后 的 税 率 最 高 达
120%。这一举动被外界视作是对美国终止
印度普惠制贸易地位的回击。

6月5日，美国政府终止印度普惠制贸
易地位的决定正式生效。受此影响，价值
约56亿美元的2900余种印度输美商品无法
再享受美方此前提供的关税减免优惠。分
析认为，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对
印度采取的最严厉惩罚。

对于这一回击，《华尔街日报》 引述
印度官员的话称，“这不是报复，我们已
经等了一年，现在决定前进。”

去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钢铝产
品加征关税，印度是受害者之一。作为回
应，印度政府自去年 6 月就制定了包括 29
种美国商品在内的加税名单，但随后多次
推迟加征关税日期，以期与美国达成协议。

5 月底，美国政府公布终止印度普惠
制贸易地位的具体时间表时，印度商工部
称将坚守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整体措辞缓
和。当时分析普遍认为，印度不太可能对
美方举措进行还击。

而今看来，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印度
最终选择了比外界预期更为强硬的姿态。

据印度 《经济时报》 报道，印度的反

击或将不只是加征关税。印度政府还确定
了 151 种可取代美国对华出口的商品，包
括柴油发动机、X 射线管、铜矿石、花岗
岩、化学品等。报道称，这些商品因中国
对美国的反制关税而具有价格优势。

较量底气何在

“目前来看，印度还是秉持小心谨慎
的态度，加征关税总额有限。”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韩华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分析称，当前印度的反击力度不是
很大，更多是一种表态。

相比之前对美国加征钢铝关税的隐忍
不发，印度此番态度转变有因可循。

“印度选择反击不难理解。”中国人民
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巍向
本报记者分析称，一方面，中国对于美国
挑起的经贸摩擦态度强硬、不卑不亢，这
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印度；另一方面，印
度总体上对美国市场依赖度不高，这使其
有了更足的底气。

在印度国内一些网站上，有网友“喊
话”美国政府：“印度不需要美国，美国
更需要印度。”还有网友则认为，因为有
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贸易合作的自
由，印度不怕美国加征关税。

不少分析指出，印度在与美国本轮
“较量”中的底气还来自不断扩大、需求
巨大的中国市场。中印贸易发展空间广
阔，加强对华合作可以帮助印度缓解美国

对其加征关税的压力。
此外，有印度媒体认为，印度宣布对美

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时间节点值得玩味。6
月底，印度总理莫迪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 G20大阪峰会上举行会晤。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将于 6 月 25 日至 26 日访问印度，意
在“强化美印关系”。印度政府在此之前出
台反击措施，或许是一种“以进促谈”的策
略，以此争取与美国讨价还价的更多筹码。

“5月底，莫迪赢得连任，印度新政府
刚刚组建完成。对美采取反击措施也是印
度国内政治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种反映，展
现新政府经贸团队的新想法。”韩华说。

伙伴信任受损

美印在经贸领域的较劲还在持续。路
透社日前爆料称，美国打算祭出一记新的

“杀招”，直指印度IT行业——限制该国H—
1B签证申请者在总数的10%到15%。据悉，
此前每年获批的70%申请者来自印度。

不久之前，印度政府出台法律，要求
美国 Visa等外企将其用户支付数据储存在
印度境内。报道称，正是这一很多国家都
在推进的“数据本地化”政策激怒了美国
政府，以此为由“报复”印度，意图通过
严格的签证管控限制印度科技人才赴美工
作，给印度经济发展造成打击。

俄罗斯 《星火》 周刊网站刊文称，印
度正在成为美国贸易施压的新路线。如
今，美国的一系列新要求已经公布。根本

来说，就是彻底推翻两国关系的整个架
构，让它只对美国有利。

与此同时，美国并未放松对印度在安
全领域的拉拢。近日，美国国务院政治军
事局发布“美国与印度的安全合作”情况
简报，指出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扮
演重要角色。美国将进一步推动美印军火
贸易和更大范围的安全合作。

一边在战略层面笼络印度，推行所谓
“印太战略”，一边又在贸易上彰显“美国优
先”，保证本国利益。美国的算盘打得精
明，但印度也没被蒙在鼓里。如英国《金融
时报》所言，当前美印贸易争端将让不断深
化的美印安全关系蒙上阴影。

“在美国军方致力推动的‘印太战
略’中，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目
前‘印太战略’缺乏经济基础，而美国又
在经济上打击印度，这将给‘印太战略’
带来直接影响。”李巍说。

韩华也认为，美印在安全领域进一步
合作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但经贸摩擦会
让印度犹豫，是否还要跟特朗普政府领导
下的美国走得更近。”

伙伴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美国对印
度的钢铝制品增加关税、取消印度贸易普
惠制待遇等一系列举动都表明美国并非一
个可靠的经贸伙伴。另有美国对加拿大、
墨西哥、日本等国的贸易“大棒”在前，
印度不得不仔细掂量：这样一个自私的伙
伴是否值得深交？

上图：自 6月 16日起，印度政府对包括
杏仁、核桃在内的 29 种美国商品征收额外
关税。图为印度一家坚果店。（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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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起，印度对29种美国
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以回击美国
终止印度普惠制贸易地位的决定。
美印持续一年有余的经贸摩擦渐露
升级势头。

环 球 热 点

继访问法国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马
不停蹄，于 6月 18日到访德国，与德国总理
默克尔在柏林举行会谈。另据俄新社消息，
美国国防部 18 日宣布向乌克兰拨款 2.5 亿美
元，用于加强乌军队力量。

国际社会瞩目，各方力量搅动下的乌克
兰棋局，将走向何方？

与欧洲联系热络

6 月 18 日，默克尔在联合记者会上表
示，德国将支持欧盟延长现有的对俄经济制
裁措施，但不支持增加更多制裁。泽连斯基
则表示，欧盟现有对俄经济制裁的力度不
够，应采取更多制裁措施。

最近，当选总统不久的泽连斯基对欧外
交动作频频。访德前一天，即 6月 17日，泽
连斯基在巴黎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法
国24电视台报道，泽连斯基敦促欧洲的“支
持伙伴”继续向俄罗斯试压，以结束乌克兰
东部的冲突，并希望恢复寻求解决冲突的诺
曼底四方会谈 （俄乌法德）。

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本月初，泽连斯
基上任后首次出访选择了位于布鲁塞尔的欧
盟总部。访问期间，他重申乌克兰将继续走
向欧洲、走向大西洋一体化道路的意愿。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研究员姜毅向本报记者分析，泽连斯基的欧
洲之行有内外两大诉求：一是寻求欧盟对国
内改革的指导与帮助；二是借力欧盟向俄罗
斯试压。这反映了乌克兰一贯的政治立场，
即实施“向西靠”政策，争取加入西方联
盟，同时依靠西方加快解决乌东问题，使乌
东地区尽快稳定下来。

搅动大国关系

泽连斯基访德当天，6 月 18 日，美国国
防部宣布，计划在安全合作框架内向乌克兰
拨款2.5亿美元用于进行额外培训、武器装备
以及为加强乌克兰武装力量进行辅导。美国
国防部的数据显示，算上此次新的拨款计
划，美国自2014年起已向乌克兰提供15亿美
元的军事援助。

“近年来，与欧盟帮助乌克兰进行所谓的

西方化改造、稳定其国内经济不同，美国更
多的是在政治和军事层面支持乌克兰。”姜毅
指出，美国意在让乌克兰成为遏制俄罗斯的
桥头堡，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乌克兰的反俄立
场，对局势改善不会有积极作用。

在乌克兰棋局上，美俄对弈是绕不开的
话题。欧洲的立场同样值得玩味。

除在是否增加对俄制裁上存在分歧外，
德乌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也持不同
意见。据德媒报道，泽连斯基认为，这条绕
过乌克兰输送俄天然气到欧洲的线路威胁欧
洲和乌克兰的能源安全。默克尔则表示，该
项目为纯经济项目，德国应有更多渠道获得
能源。对此，美国近日对德国发出警告，“不
要依赖俄罗斯能源”，并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就

“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实施制裁。
“欧洲反对在乌东问题上对俄施加过多压

力，同时继续保持与俄罗斯的合作，体现出
实用主义的态度。”姜毅说。

解铃还须系铃人

据法国24电视台报道，泽连斯基访法期
间曾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战争结束和乌
克兰附属领土的归还”，同时强调这项任务

“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实现”。
俄罗斯 《观点报》 援引学者分析指出，

原则上，泽连斯基对俄罗斯的立场不会改
变，但在能源、运输和整个经济领域，他可
能实施某些实用主义政策。此外，他还可能
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顿巴斯冲突。

据俄罗斯塔斯社 6 月 13 日报道，俄罗斯
总统普京日前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罗斯
希望乌克兰新总统能够积极行动，恢复两国
关系。普京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一定会恢复
关系，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应如此。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也表示，建议
乌克兰制定全国议事日程，真正实现莫斯科
和基辅关系的重启。

姜毅指出，当前乌克兰政府在解决乌东
问题上没有太多的筹码和手段，希望借力西
方向俄试压寻求更多突破。但从长远来看，
解铃还须系铃人，俄乌作为一对近邻，需要
缓和双边关系，营造合作气氛，寻求对话空
间，才能使乌东局势实现稳定。实践证明，
过分施压的极端行动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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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艺术家海底写生

对42岁的古巴艺术家山多尔·冈萨雷斯来
说，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在浅海珊瑚和热带鱼
群中更适合写生。冈萨雷斯的灵感来源于他6
年前第一次潜水。后来，他受一名西班牙生
物学家水下作画的启发，开始用油画颜料和
炭笔画素描，因为它们不会像水彩或粉彩一
样溶解于水。出水后，他会将画作浸泡至少
一小时后冲洗，以去除盐分和有机物，再悬
挂晾干。

上图：日前，在古巴蓬塔佩尔迪斯，山
多尔·冈萨雷斯 （中） 在水下作画。

左图：山多尔·冈萨雷斯在结束水下作画
上岸后与媒体交谈。

新华社/路透

9.6万人

美国环境保护局6月19日颁布一项新法规，允
许美国各州自行制订火电厂减排计划。批评者认
为，这间接放松了对碳排放的管制，标志着美国环
保监管的一次倒退。

美环保局局长安德鲁·惠勒签署了这项名为《平
价清洁能源》的新法规，它取代了奥巴马政府时期
推出但最终被叫停的《清洁电力计划》。

美环保局称，通过这项新法规，到2030年，美国发
电厂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 2005 年基础上削减 35%。
但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发表在《环境研究通
讯》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新法规将导致美国18个
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碳排放增加，19个州的二
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增加。

美环保局去年8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承认，如
果实施新法规，到2030年，污染物排放增加将造成
每年新增470例到1400例过早死亡，还可能导致每
年多达9.6万人哮喘加重。

7080万人

联合国难民署 6月 19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截至2018年年底，全球流离失所者人数达到7080万
人，是20年前的20倍，创近70年来最高纪录。

在这份名为《全球趋势》的年度报告中，联合国难
民署称，2018年，全球流离失所者人数增加了230万。

根据这份报告，截至2018年年底，全球因为战
争、冲突或者迫害等原因逃难他国的难民人数达到
2590万，比 2017年年底增加 50万。同时，还有约
350万人在异国他乡寻求庇护，申请难民身份。另外
的4130多万人为境内流离失所者。

负0.1%

日本央行6月20日在结束为期两天的金融政策
决策会议后宣布，维持目前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不变。
央行同时表示，这一政策将至少维持至2020年春季。

日本央行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公告中表示，决定
将短期利率继续维持在负0.1%的水平，并继续购买
长期国债，使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

公告说，世界经济虽呈现出减速趋势，但总体
仍在缓慢增长。受此影响，日本出口及工矿业生产
有所放缓，但在收入、支出良性循环机制作用下，
仍保持温和复苏趋势。 （均据新华社电）

图为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难民儿童准备去打
水。 拉赫马特·阿里扎达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