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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美国人的钱
包作为谈判筹码”

美国加税，谁埋单？
不少美国媒体驳斥了美国政府所谓

加征关税“全部由中国负担”这一荒谬
说法。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福
克斯新闻频道、美国 《商业内幕》 网站
等都通过“事实核查”列举数据指出，
美国在过去一年里对华加征的关税，都
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通过美国经销商等
转嫁到了美国消费者头上。而新一轮的
加征关税如果落地，将给美国消费者带
来更直接、更明显的伤害。

随着假日购物季的到来，消费者和
零售商马上就会感受到切身之痛。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2日称，如果美国政
府宣称的对剩余 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
品加征关税得以实施，美国消费者将见
证这些产品价格上涨，因为它们大部分
产自中国。根据美国零售行业的推测，
2018 年在美国销售的商品中，88%的玩
具、69%的鞋子、42%的服装都是从中国
进口的。

牛津经济咨询社估计，最新关税将
使美国每个家庭每年平均损失 200 美
元。事实上，据美联社8月2日报道，纽
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分析表明，美国
现有的关税政策已经导致每个美国家庭
约损失了830美元。

诸多企业也遭受重击。根据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发出加税威胁
后，苹果公司股价连续两个交易日下
挫，市值蒸发将近 410 亿美元。报道还
援引分析师估计，最新关税措施恐让苹果
获利减少 30 亿美元。此外，包括百思买、
梅西百货等几家全球最大零售商的股价

都在上周四出现 7%以上的下挫，标准普
尔500零售指数也下跌了1.3％，零售业上
市公司共蒸发了约200亿美元市值。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报
道则指出，美国将遭受新关税的“双重
打击”。一方面，这会影响美国消费，而
美国的消费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多。另一方面，它可能会影响美国各地
零售店的就业形势。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会长奥克斯
曼指出，已经实施的对华关税让美国消
费者、工人和各类企业付出了 300 亿美
元的代价，“我们敦促政府把重点放在达
成一项长期协议上，而不要用美国人的
钱包作为谈判筹码。”

“一把抵住美国经济咽喉
的利剑”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8
月 2日报道，美国将从 9月 1日起对另外
30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10%的关
税。东方资本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
说：“这显然是一种非常强硬的策略，但
我认为它是一把抵住美国经济咽喉而不
是中国经济咽喉的利剑。”

牛津经济咨询社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格雷戈里·达科认为，就在 2017年底大规
模减税带来的有限提振开始从经济中消失
之际，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构成了打击。

据《日本经济新闻》8 月 4 日报道，设
备投资和个人消费迟缓将使美国经济遭
受重创。美中相互加征关税的升级，会彻
底“冷却”美国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心理预
期。这将导致企业很难制定战略，尤其是
在制造业中，设备投资可能下降。

法新社8月2日报道，美国的对华贸
易战正在对工业和金融市场造成伤害。

在贸易战升级带来的压力之下，美国经
济正在显示出衰退迹象。报道称，惩罚
性关税刺痛了主要贸易伙伴，而这些经
济体正在失去活力，减少对美国商品和
服务的需求，促使美国制造业陷入衰
退。同时，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震动了
美国企业，引发对其供应链和市场的担
忧，导致新投资处于低潮，雇主们小心
翼翼。

澳大利亚AMP资本投资公司首席经
济学家沙恩·奥利弗日前表示，近期相关
调查研究显示，受美方不断升级经贸摩
擦影响，从去年中期开始，多个指标都
显示美国的商业信心指数开始明显下
降，美国企业的商业投资远不如预期，
经贸摩擦加剧美国经济下行风险。美联
储近期推出的较宽松货币政策会刺激经
济，但并不能完全抵消经贸摩擦带来的
负面影响。研究表明，如果经贸摩擦情
况恶化，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减慢到1％
到 1.5%之间，即使考虑到相关货币政策
刺激，经济增速也只能上升到 2%左右，
而非原本预期的2.5%。

美国高盛集团估计，新一轮加征关
税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被拉低 0.1%
至 0.2%。美联储认为，其所重视的个人
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到年底将上升0.2%。

“世界经济沦为贸易战
的牺牲品”

据英国 《卫报》 网站 8 月 2 日报道，
包括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几个国
家，工厂产出都已停止增长，进而对经
济增长产生连锁影响。包括美国联邦储
备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在内的央行因
此都面临降息压力。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 8

月 2 日报道，新加坡银行资产排名第二
的华侨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说，美国对中
国征收的新关税可能会使全球经济“收
缩”。他说：“这对亚洲经济不利，对中
国不利，对美国也不利——因为最终，
我们无法利用每个经济体所能贡献的效
能在全球实现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最新一
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今明两年
世界经济增速分别为3.2%和3.5%，较该机
构今年 4月份的预测值均下调 0.1个百分
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美中贸易
战中征收的关税（包括最新部分）可能会
在明年使世界经济损失 0.5 个百分点，这
个数额比整个南非经济的规模还要大。

《日本经济新闻》 8 月 3 日发表社论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 6 月底曾与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承诺美国暂停
加征新关税，共同协商解决贸易战的办
法。仅仅一个月之后他就背信食言，实
在是蛮不讲理。社论指出，不能因为经
贸磋商没有成果就要提高制裁性关税。
美国应该立即收回这一决定，争取通过
谈判来达成协议。不应让美中两国经济
和世界经济沦为贸易战的牺牲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
塔·戈皮纳特表示，全球经济正处在“微
妙时刻”，下行风险依然突出。重要的是，
关税不应被用作针对双边贸易平衡、解决
国际分歧的通用工具。“各国应加强合作，
缓解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尽快解决长期
贸易协定变更的不确定性。”

上图：近来，受美国拟对华加税等
消息影响，美国股市连续走低。有分析
称，从7月31日晚间至8月6日凌晨，美
股市值蒸发约合人民币 17万亿元。图为
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近日来，围绕贸易争端问题，日韩两
国的对立持续升级。8月2日上午，日本政
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将韩国移出可享受
贸易便利的“白色清单”。当天下午，韩国
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回应，韩
方也将把日本从“白名单国家”中除名，
并将加速推动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日方的
出口管制。

贸易制裁在扩大

此前，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自7月1日
起，对出口韩国的 3 种半导体工业材料加
强审查和管控，同时就启动把韩国从“白
名单国家”除名程序公开征求意见。据日
本 《产经新闻》 报道，日本政府收到了超
过4万份各方意见，其中95%支持把韩国排
除在外。

所谓“白名单国家”，是日本从国家安
全保障上认定的友好国家。在向这些国家
出口军民两用的产品和技术时，日本厂商
可以获得出口审批便利待遇。韩国2004年
被日本政府列入这一清单，是唯一“上
榜”的亚洲国家。若新版 《出口贸易管理
令》 正式生效，韩国将成为第一个遭排除
的国家。

韩联社认为，一旦日方将韩方踢出清
单，除已经受到出口管制的 3 种半导体工
业原材料，超过 850 种日本商品对韩出口

同样将受到管制。日本 《读卖新闻》 评
论，即使是汽车使用的螺丝，也可能成为
审批对象。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8月2日召开的紧急
国务会议上，批评日本政府的决定是对韩
国的“贸易报复”，并警告日方“要为今后
发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有韩国官
员向韩国 《中央日报》 表示，目前韩日伙
伴关系“已经脱轨”。

历史问题是根源

在双方贸易摩擦开始后，韩国屡次要
求日本撤销出口限制措施，呼吁日方以外
交方式解决问题。然而，7 月 12 日双方政
府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工作级对话、8月2日
泰国曼谷的美日韩三方外长会晤，都未取
得任何实质性进展。韩联社称：“日本方面
的立场没有大的变化。韩日之间存在很大
隔阂。”

“两国的对立不只是经贸层面的问题，
根源在于深层次的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
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指
出。日本的殖民统治曾对朝鲜半岛造成了
巨大的伤害，不论是“慰安妇”问题还是
劳工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去年 10 月，韩国最高法院裁定 4 名战
时劳工可向日本企业索赔，并扣押涉事日
本企业部分在韩资产。11月，韩国解散了

根据朴槿惠政府签署的“慰安妇”协议成
立的基金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回应，韩
国已成为日本“不可信任的国家”。

韩日经济俱受损

《日本经济新闻》担忧，恶化至二战后
最差局面的日韩关系或将长期持续。除了
半导体产业，日韩经济和区域经济都将受
到很大影响。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8月1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因日韩双边贸易摩擦，韩国 7 月
出口额同比减少 11%至 461.4 亿美元。其
中，韩国半导体出口大减28.1%。

而8月2日的东京股市日经指数终盘报
收于 21087.16 点，较上一交易日跌幅达
2.11%，收盘创下5月进入“令和”时代之
后的最大跌幅。

为应对日本针对韩国的出口管制措
施，韩国声称正在着手研究向世界贸易组
织提出申诉的法律程序。

韩国民众“抵制日货”的情绪日渐高
涨。韩国盖洛普公司的一份民调显示，
80%的民众表示不愿意购买日本商品。

韩国 《中央日报》 发表社论称，韩日
作为近邻，应避免双边关系彻底破裂。吕
耀东表示，日韩关系的根本问题，在于日
本能否诚实面对曾经的侵略和殖民历史，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

美国加税，想伤人却先伤己
本报记者 张 红

8月初，本已重新坐上经贸谈
判桌的美国，突然变卦，拟对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关
税，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
晤共识。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对8月3日后新成交的美国农产
品采购暂不排除进口加征关税，中
国相关企业已暂停采购美国农产
品。消息一出，美股加速下跌，三
大股指均创下今年单日最大跌幅，
美股市值单日蒸发超过 7000 亿美
元。其中道琼斯工业指数盘中跌近
千点，30支权重股集体飘绿。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韩日伙伴关系是否“脱轨”？
陈冠合

280万桶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5日表示，保障伊朗每天能
够出口280万桶原油，是伊朗继续履行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的底线。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扎里夫的话报道
说，伊朗希望维护伊核协议，也希望继续履行伊核
协议，但协议其他签字方也应采取行动。伊朗石油
出口应当回归到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时的额度，这是伊朗继续履行该协议的底线。

扎里夫再次呼吁欧洲国家履行在伊核协议中对
伊朗的承诺。他表示，目前不仅是伊朗石油出口，
欧洲国家在保障伊朗资金流通以及与伊朗展开一系
列合作的承诺也未兑现。他强调，欧洲国家的履约
情况不应取决于美国。

第370条

印度政府 5 日宣布废除当前执行的宪法第 370
条，取消此前宪法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
位。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还在当天宣布，印控
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权被取消后，该地区将会重新
组建成为两个联邦直辖区。

巴基斯坦外交部予以强烈谴责，表示将利用所有
可能的选项反对印度这一非法措施。当天，巴基斯坦
各地爆发抗议活动，反对印度政府的这一单边政策。

此前印度的宪法第370条规定，赋予印控克什米
尔地区特殊地位，除国防、外交和通信等领域外，
印度宪法中的所有规定在这一地区都不适用。而该
条款被废止后，印度宪法将适用于这一争议地区。

巴基斯坦方面认为，印度政府废除该宪法条款
后，印度教人口会涌入印控克什米尔，改变当地穆
斯林人口占多数的现状，进而可能激化该地区宗教
矛盾，使局势更加复杂。

424名

摩洛哥媒体5日报道，摩洛哥官方通讯社援引军
方消息报道说，摩洛哥海岸警卫队在地中海发现多
艘受困橡皮艇，将艇上424人救起，其中包括16名
儿童。消息说，获救的偷渡者大多来自撒哈拉以南
国家，海岸警卫队对其中一些健康状况不佳者进行
了必要救护，目前全部424人已被送往摩洛哥北部
的港口。

摩洛哥与西班牙隔直布罗陀海峡相望，两地间
渡轮行程大约40分钟。从摩洛哥前往西班牙是非法
移民赴欧洲的主要路线之一。

1150万年

英国《柳叶刀·肿瘤学》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对
195个国家和地区展开的研究显示，2017年，儿童
及青少年时期罹患的癌症在所有癌症造成的健康负
担中排名第六，仅次于成人肺癌、肝癌、胃癌、结
肠癌和乳腺癌造成的健康负担。研究人员认为，这
项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儿童及青少年癌症造成的严
重影响，为制定儿童及青少年健康政策提供了依据。

由美国圣祖德儿童研究医院、华盛顿大学卫生
统计评估研究所等机构合作的“全景式”定量研
究，首次以“伤残调整生命年”这一指标进行量
化。一个“伤残调整生命年”相当于被疾病造成的
死亡或伤残剥夺的一年健康生命时光。研究显示，
以“伤残调整生命年”计算，2017年全球儿童及青
少年癌症造成了1150万年的健康生命损失。儿童及
青少年癌症负担在所有类别癌症负担中排名第六。

（均据新华社电）

数 字 天 下

美国得克
萨斯州西部埃
尔帕索市 8 月
3 日发生一起
严 重 枪 击 事
件，已至少造
成 22 人死亡、
另 有 20 多 人
受伤。枪击事
件发生后，人
们通过献花、
集会等形式缅
怀逝者、寄托
哀思。图为在
发生枪击事件
的沃尔玛超市
附近悼念受害
者的市民。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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