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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结束第八轮谈判

8月12日，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
行的第八轮谈判结束，双方尚未就阿富汗问题达成最终
协议，但均表示谈判取得了成果。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尔梅·哈利勒扎
德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本轮谈判的后几天主要聚焦一
些技术细节问题，谈判“取得了成果”。但他没有透露谈
判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果。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
示，第八轮谈判“艰苦而有成效”，双方谈判代表决定向
各自领导人汇报，以确定接下来的步骤。

“为加征关税埋单的是美国人”

“与之前对中国加征的关税类型不同，新征收关税的
目标是消费品。”针对美国拟加征关税的表态，美国哥伦
比亚广播公司 （CBS） 不无担忧地表示，“这意味着电子
产品、服装等产品的价格可能更高。该决定一旦生效，
美国的进口商而非中国，将支付新的关税。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 （CNBC） 进一步
指出，“企业主们对政府的主张越来越失望。许多美国公
司的供应合同是以美元为基础的。”他们不认为人民币贬
值可以弥补他们支付的关税。

“关税没有任何好处。”美国纺织品公司首席执行官
卢滕贝格表示，“供应关系建立在质量、能力和价格的综
合考量之上，历经多年形成，不可能在总统发出推特后
的15分钟内做出改变。”

正如 CBS 报道所指出的，“美中贸易战可能很快触
及一长串消费品”，美国民众将最终承担关税重负。以鞋
类为例，美国市场上销售的鞋子约 70%是由中国制造
的。美国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称，从平底鞋到运动鞋再
到工作靴，所有商品都已被征收 67%的关税，美国消费
者每年要为鞋类多支付30亿美元。

“为关税埋单的不是中国政府或中国人，而是美国
人。他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美国经销商那里接
过了关税。”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播在节目中直言不讳
地表示。

CNBC援引数据称，到目前为止，美国纳税人已经
为政府的关税政策支付了 27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
对中国加征的关税。

“征税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总部位于纽约德尔塔
儿童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购买婴儿床、摇篮的父母现在
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尽管他们的收入没有相应增长。
我们对生育孩子征税，对普通消费者征税，这是一个悲
伤的故事。”

“无理性的观点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纽约时报》刊
登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
文章指出，美国政府主要针对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采取措
施。然而，这种贸易顺差的形成有多重原因，并非中国
政府人为控制的结果。此外，“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程
度较低，且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不到其出口总量的1/5。”

“担心赔钱的不只是农民”

面对美国出尔反尔、肆意以关税极限施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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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界再次忧心忡忡。“总统的关税
推文为美国农民和零售商蒙上了一层贸易战阴影。”《华
盛顿观察者报》称，“对美国中西部农民来说，政府发动
的贸易战已经给他们增加了很多负担，迫使一些人身负
债务，另一些人一路走向破产。这条推文将使他们的生
活变得更加混乱。”

“这是楔入棺材的又一颗钉子。”雅虎财经网站援引
北达科他州一位豆农的话说，“当前事态似乎只是恶化而
非好转。再持续下去，美国纳税人或许不得不支付又一
轮援助资金，避免这个国家各地的农民蒙受损失。”

据CNBC报道，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
贸易伙伴之一。自美中贸易摩擦开始以来，美国对中国
的农业出口从2017年的195亿美元骤降至2018年的92亿
美元，这是自 2007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样的降幅增
加了中部农业区的经济痛苦，农场的破产数量为2012年
以来的最高水平，超过 3/4 的人认为美国农民首当其冲
受到关税的冲击”。

事实上，美国各行各业都深受政府肆意对华加征关
税之苦。“越来越担心在白宫发起的贸易战中赔钱的，不
只是农民。”据 CNBC 报道，由于新一轮关税针对服装
和其他消费品，零售业普遍被认为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
之一。“零售商和制造商近日警告称，政府加征关税将迫
使他们在涨价和裁员之间做出选择”。

美国 《安克雷奇每日新闻报》 近日刊文称，美中贸
易战严重影响阿拉斯加及全美海鲜销售。“自去年7月中
国向美国征收 25%报复性进口产品关税以来，美国海产
品销售总额下降了3.4亿美元，降幅达36%”。

“关税之争对美国制造业和资本投资产生巨大影
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前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在英国
广播公司 （BBC） 的一档节目中表示，“关税提高了从中
国进口重要产品的成本，抵消了政府旨在刺激经济的减
税政策的作用，贸易战正在适得其反，我们没有看到为
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

“可能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当美国在错误轨道上一意孤行不回头时，包括高
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投行在内的机构纷纷对美国经
济亮起“红灯”。

据路透社消息，由于贸易紧张局势发展带来的影响
大于预期，高盛已将美国今年四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了 20个基点，至 1.8%。摩根士丹利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从全球制造业 PMI、经济以外指数及经济状况看，当前
美国经济比2007年经济危机即将爆发前更糟一些。

《华尔街日报》近日公布的经济学家调查显示，预计
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已从7月份调查时
的30.1%升至33.6%，为该报2011年调查以来最高水平。

根据美国最大的贸易行业协会“关税伤害美国腹
地”的统计，自从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美国经济已
经损失超过3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80亿元。

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近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采访时表示，随着贸易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美国
经济正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危险时期。“毋庸置疑
的是，在当前贸易纠纷环境下，美国工人会变得更穷、
美国企业的利润会更少，美国经济会因为我们挑起的贸
易纠纷变得更糟”。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警告，美国政府错误的贸易政
策可能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文章指出，自2018年美
国对外贸易摩擦升级以来，美国企业的信心和资本支出
逐渐下降，并开始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目
前，美国经济增速已从近 3%放缓至 2%，每月平均新增
就业岗位也从2018年的22.3万个降至今年的16.5万个。

据BBC报道，贸易战使美国的对外贸易和商业投资
出现萎缩。代表 300 多万家美国公司的美国商会表示，
对中国的最新关税“只会给美国企业、农民、工人和消
费者带来更大的痛苦，并破坏美国经济”。

“如何阻止总统贸易战的疯狂？”《纽约时报》近日刊
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乔治城法律中心教
授希尔曼的文章，建议加强国会权力，限制总统对经济
的鲁莽伤害。

“美国政府的做法像一把利剑，抵住的是美国经济的
咽喉，而不是中国经济。美国经济可能遭受重创，消费
和就业面临双重打击风险。”CNBC援引观点称。

美国各界严厉批评政府一意孤行

“美国经济因挑起贸易战而变糟”
本报记者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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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面改变克什米尔现状

印度任性举动招来强烈反弹
郑雨珂

韩国把日本移出贸易“白色清单”

8 月 12 日，韩国政府发布战略性产品进出口公告修
订案，决定把日本移出韩国的贸易“白色清单”。

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当天发布的声明，韩国把
享受战略性产品进出口便利政策的“甲类”贸易对象细
分为“甲1”和“甲2”两类，把先前“甲类”贸易对象
日本列入新增的“甲2”类别。

日本被列入“甲2”类别后，韩国企业如果计划向日
本出口战略产品，除个别例外情况，原则上必须逐次申
请，所需提供文件由此前的3种增加为5种，审批时间由
此前的约5天延长为约15天。

按照该声明，新的分类规定将在随后 20天内征询公
众意见、接受审议，并于9月中旬付诸实施。

（均据新华社电）

近日，在日本首都东京的新大久保，行人从标有日本
和韩国国旗的广告牌前走过。 新华社/美联

目前，阿富汗安全局势依旧堪忧。8月7日，阿富汗
首都喀布尔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已造成 95 人受伤。
图为安全人员在爆炸现场附近警戒。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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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期 10 天的第 62
届麦德林鲜花节在哥伦比亚
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落幕。当
天举行的花盘游行是鲜花节
最重要的活动，吸引了上千
名花农和表演者参与。

上图：在鲜花节现场，

花农背负着花盘参加游行。

新华社记者 高春雨摄

左图：鲜花节游行活动

现场。 新华社/法新

哥伦比亚鲜花节落幕哥伦比亚鲜花节落幕

近期，“南亚火药桶”克什米尔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
的焦点。综合多家外媒消息，印度于8月5日宣布废止宪法
赋予印度控制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印度此举招致
各方反对。巴基斯坦自 8 月 8 日起停止运营前往印度的列
车，并采取降低外交等级、禁播印度电影等措施。

印度“捅了蚂蜂窝”

当地时间 8 月 11 日，印度铁路部门宣布取消“印巴友
谊快车”。该列车一向被视为印巴关系的晴雨表之一。

印巴“友谊的快车”骤然停下，源于印度在克什米尔
问题上的“点火”行为。8 月 5 日，印度政府发布总统令，
宣布废除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的宪法第370条，
并成立“查谟—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两个中央直辖区。

一石激起千层浪。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印度
政府此举，称其违反了联合国关于该地区地位的决议。随
后，巴基斯坦宣布降低与印度的外交关系级别，暂停与印
度的双边贸易，将召回驻印外交官，并驱逐驻本国的印度
外交官等。

8 月 12 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来华
访问的印度外长苏杰生时指出，印方的举措挑战了中方的
主权权益，有违双方关于维护两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的协
议，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印方的举措对中方不产生任何效
力，更不会改变中方对相关领土行使主权的事实和进行有效
管辖的现状。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根据 1972 年印巴签署的
《西姆拉协议》，克什米尔地区最终地位问题应根据《联合国
宪章》的有关规定，以和平方式解决。联合国在克什米尔地区
的地位和作用依照《联合国宪章》和有关安理会决议确定。

克什米尔“旧疤淌新血”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争端由来已
久，双方曾为此发生数次战争。1972年 《西姆拉协议》 签
订后该地区局势总体缓和，但两国之间仍不时发生冲突。

今年2月，巴基斯坦政府指认印度战机入侵，拒绝印方

所谓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发动“反恐”行动的说法。此
后，两国在克什米尔实控线附近交火不断，互有伤亡。

据路透社报道，克什米尔地区是过去近70年全球军事
对抗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取消特殊地位是印度政府对印
控克什米尔采取的最重大政治举动。

有分析指出，印度此举实际废除了印度宪法中的“370
条款”。这一条款赋予该地区独立立法权以及一系列相关特
殊“待遇”，包括外地公民不得永久定居克什米尔地区、不
得购买土地、不得在当地政府任职、不得获取奖学金。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在8月8日的电
视讲话中为取消印控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决定辩护，
称“新的地位将有利于经济和增进克什米尔人的福祉”。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特聘
专家杨海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印度此番举动，试图
通过改变克什米尔地区的政治和地理地图，降低其在国际
舞台上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同时希望此举能促进外来人口
大批流入，改变该地区目前的民族分布状况。

爆发大规模战争可能性小

近期，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笼罩在紧张气氛中。美联社
报道，印方近期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部署至少1万名士兵，
大批士兵 4 日起驻扎当地警察局和政府大楼。印度媒体报
道，印方计划增派2.5万名士兵。

随着印巴外交关系不断趋紧，双方紧锣密鼓排兵布
阵，战争阴云笼罩克什米尔上空。印度 《经济时报》 甚至
评论称，目前局势如同“站在刀尖上”。

美国南亚问题专家、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南亚
问题高级研究员库格尔曼在 《外交政策》 杂志网站撰文
称，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突然举动是在玩火自伤，新
德里方面的强力打压可能让地区陷入不稳定。英国 《独立
报》也刊文称，“印度此举对自身是否有利令人怀疑，但肯
定会给整个南亚带来更多麻烦。”

据杨海生分析，印巴由于克什米尔争端结下梁子已
久，小规模局部武装冲突已是家常便饭。“但目前来看，双
方都不愿意看到战争造成难民危机。且双方在核力量的威
慑下，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当地时间8月1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发表声明，决定推迟对部分中国商品
类别加征10%的关税，加征关税时间由原
来 9 月 1 日推迟至 12 月 15 日。8 月 1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推特”上发
文，宣称将于9月1日起对价值3000亿美
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关税，随后又给

中国扣上所谓“汇率操纵国”的帽子。
连日来，美国升级对华经贸摩擦，严

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引发
美国国内各界严厉批评。

保护主义能保护美国产业与就业安全
吗？单边主义能使美国再次伟大吗？美国
媒体和业界心里有一杆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