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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被临时取消
美国已经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长达 18 年。据美

国国防部统计，自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共有
约2400名美军士兵在这个被称为“帝国坟场”的国家
死亡，2万多名士兵受伤。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估计，截止到2017年，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花费已
超过8410亿美元。

从竞选开始，特朗普就一直主张从阿富汗撤
军。去年以来，美国和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共进行了 9 轮谈判。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阿
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 9 月 2 日表示，美国
与塔利班达成了“原则上”的撤军协议。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原计划于 9月 8日在马里
兰州戴维营分别与塔利班主要领导人和阿富汗总统阿
什拉夫·加尼进行秘密会晤。然而，就在双方“站在
达成协议的门槛上”时，特朗普取消了会晤，并叫停
了美国与塔利班的谈判。

特朗普声称，取消和谈的原因是，包括1名美军
军官在内的 12 人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的袭击中
丧生，而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宣布对袭击负责。他说：

“如果他们在这些非常重要的和谈期间都不能同意停
火，那么他们可能无论如何都没有能力去达成一项有
意义的协议。”

随后，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人会为取消对话比其他任何人遭受更多损失。”
这一决定使“美国的可信度受损”，但塔利班相信美
国最终会回到谈判桌前。

美联社评论，特朗普准备在“9·11”纪念日前几
天与塔利班成员见面“令人惊讶”，而中止和平谈判
与从阿富汗撤军的承诺矛盾。《纽约时报》 则认为，
此番特朗普宣布取消和谈，无疑可能会令哈利勒扎德
过去近一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协议遭美国内质疑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与塔利班之间达成的协议草

案部分内容已经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公之于众。依据协
议草案，美国将在 135天内从驻阿富汗的 5座军事基
地撤走约5400人，塔利班承诺美军撤离后阿富汗不会
成为极端主义组织的栖身地。

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台采访时，特朗普强调，尽
管驻军大幅减少，但美国仍会一直在阿富汗保持军事
存在。2017年8月，特朗普曾向阿富汗增派兵力，目
前大约有 1.4万名美军驻扎在阿富汗。若缩减驻阿美
军至8600人的规模，驻军数量将与特朗普刚就任总统
时持平。

由于在阿富汗战场付出重大代价而难以全身而
退，美国在完全撤军的时间上一拖再拖。中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表示：“虽心有不
甘，但塔利班近期势头正盛，美国只能选择谈判。”

美国国内对于和平协议态度不一。《时代》周刊认
为，这一协议并没有对诸多关键问题做出保证：既没有
保证美国反恐部队继续在阿富汗打击“基地”组织，也
没有保证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的存续，甚至没有保
证要结束阿富汗境内的战斗。

特朗普的撤军计划也没有得到军方和政府幕僚
的完全支持。8 月 28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
席、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表示，现在讨论美国从
阿富汗撤军的可能性还为时过早，目前不会使用

“撤出”一词。由于塔利班要求在协议中以“阿富汗
伊斯兰酋长国”称呼塔利班，国务卿蓬佩奥拒绝在
协议上签字。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分析，一方
面，美方低估了和谈的困难，缺乏内部的沟通协调；另
一方面，由于在落实和平进程的具体机制上缺乏具体
细节和执行性，协议被临时推翻也在意料之中。

未来需各方妥协
半岛电视台表示，取消与塔利班会谈的决定，并

不一定意味着谈判已经结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报道，白宫和塔利班、阿富汗政府正在讨论会面的新
日期。一些人怀疑“先取消会面、再重新安排时间”
是特朗普的谈判策略。

袁征认为，和谈可能暂时停止而不会长期取消。
在避开9月11号的敏感时间节点后，双方还会继续会
谈并就具体条款讨价还价。特朗普政府也会做出策略
调整，让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都参与到美国主导下的
谈判。

据 《华尔街日报》 援引一名高级安全官员的话
说，阿富汗总统加尼以及其他政府高层十分不满此前
被美国和塔利班“排除在外”。9月8日，阿富汗总统
府发表声明说，“除非塔利班停止杀戮、接受停火并
开启与阿富汗政府的直接对话，否则阿富汗不可能实
现真正和平。”

朱永彪指出，此前美国和塔利班的直接对话强化
了塔利班的合法性和内部凝聚力，损害了阿富汗中央
政府的声望，给阿富汗的和平进程造成了很大障碍。
在9月28日阿富汗总统选举后，各派别间可能产生的
政策纷争、政治动乱对安全局势的影响，将会被进一
步激发出来。

《外交事务》 网站评论，美国和塔利班的协议不
能决定阿富汗的未来。塔利班、阿富汗政府和阿富汗
其他方面的会谈要比美国与塔利班的谈判重要得多。
结束阿富汗战争需要各方艰难妥协。

袁征表示，如果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之间的谈判
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性和突破性的进展，美国在撤军问
题上很难做出退让。但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实现美国撤军和阿富汗和平，最终还是要依靠政治途
径解决。

9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突
然宣布，由于有美军士兵在阿富汗塔利班制造
的袭击中丧生，因此取消与塔利班领导人的和
平谈判。随后塔利班组织回应，这一决定“只
会让美方承受更多损失”。和谈中止，为美国
从阿富汗撤军进程和阿富汗安全局势增添了新
的不确定性。

环球热点

据俄新社报道，当地时间 9 月 7
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同时释放35名被
定罪和被拘押的对方公民。这是2018
年俄乌刻赤海峡危机后，两国首次交
换被扣押人员。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
连斯基在电话连线中都对此次行动给
予积极评价，并认为，这一步骤对改善
两国关系与实现正常化意义重大。

从对抗到对话

2019年7月11日，泽连斯基和普京首次
通话，双方就顿巴斯冲突问题交换意见，并
讨论了交换双方扣押人员等事宜。同月，俄
乌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诺曼底四方”（法国、
德国、乌克兰、俄罗斯）会议框架内达成交换
被扣人员协议。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被俄方释放的35
名人员中包括24名乌克兰船员和奥列格·先
佐夫，前者于俄乌刻赤海峡冲突中被扣押，后
者被认为是乌克兰在俄罗斯的头号政治犯。

《金融时报》认为，在乌克兰移交俄罗
斯的人员中，争议最大的是马航 MH17 空
难事故的关键证人采马赫，其为自行宣布
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防空部队的前
指挥官。

双方外交胜利

自2013年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一系列紧张局势导致俄乌
关系急剧恶化，虽有法德积极调停，但双方和平谈判一度陷入停滞。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所长孙壮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
示，达成这样的协议有特殊的含义和背景。一方面泽连斯基上台
后，乌俄关系确实有缓和的迹象；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希望改变在
国际上的处境，特别是争取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支持。

《华盛顿邮报》称，对泽连斯基来说，这次交换是他总统任期内
兑现的第一个承诺。

“经济上的相互需求也是俄乌关系缓和非常重要的原因。”孙壮
志强调，“俄罗斯希望乌克兰作为俄欧之间的运输通道与沟通桥梁，
以促进俄欧经济联系。同时乌克兰也期待依靠俄罗斯尽快摆脱经济
困境。”

和解困难重重

路透社称，尽管互换被扣人员的行动能够助力莫斯科和基辅之
间重建政治互信或推动双方就其他问题展开协商，但是俄乌通向全
面和解的任何道路都将是漫长而复杂的。

孙壮志分析，俄乌目前面临很多双边关系问题，不仅乌东部地区的地
位问题是双方很难逾越的障碍，而且克里米亚问题也是双方无法触碰的核
心利益。

“双方关系要恢复到克里米亚危机之前是很困难的。总体来说，最
好的状态是双方能保持对话、协商和克制，以尽快恢复经济联系。若在
此基础上，能使乌东部地区问题得到解决，将会是最好的出路和前
景。”孙壮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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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永康五金国内销售环比上涨，生产景气稳中

略升
8月份，五金产品生产景气指数收于97.03点，环比上升1.81点，较去年

同期下降1.02点，生产运势稳中略进。从行业结构看，十二大类行业景气

指数呈现七升五降格局，其中电子电工与通用零部件类行业强劲反弹，上

涨幅度居前，环比分别上涨42.92点和34.85点。

一、销售订单环比回升，市场需求小幅上升

8月份，生产市场需求景气指数为97.11点，环比上升1.94点。其中，生

产销售订单景气指数为96.01点，环比上涨1.94点，生产出厂价格景气指数

为99.13点，环比上涨2.18点。需求景气指数在十二大类行业中，有六个行

业处于上升状态，五个行业处于下降状态，一个行业持平。其中，电子电工

行业需求景气指数强劲反弹，环比上涨75.0点。

二、生产销售小幅上升，经营效益环比上涨

8月份，企业经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95.48点，较上月上涨1.62点。其

中，商品销售收入景气指数收于 95.44点，环比上升 3.6点。在十二大类行

业中，经营效益景气涨幅居前的有通用零部件行业，环比上升35.29点；其

次，电子电工行业景气指数环比上升20.83点。

三、生产景气预期行情将呈现放缓态势

8月份，生产经营状况的预期指数为98.06点，环比上涨0.63点，预计企

业生产景气后期稳中略升。

2019年8月永康五金市场需求环比上升，市场景气企稳上行
8月份，永康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为95.04点，较上月上升2.15点。在十二

大类行业景气中，六个行业景气指数继续上升，六个行业景气小幅回落。结构性

指标中的要素供给环比下降0.4点，市场需求景气指数继续上升，环比上升4.19

点，运营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上升3.01点，总体判断景气指数环比上升2.15点。

一、需求量继续上升，市场需求景气向上运行

8月份，五金交易市场需求景气指数为91.43点，环比上升4.19点。其中，销

售量景气指数为90.72点，环比上升2.19点。在十二大类行业中，需求行业景气

指数升幅居首的为运动休闲五金，其需求景气值回至扩张区间，环比上升18.18

点，其次有门及配件、车及配件类行业，环比分别上升16.76点和10.22点。

二、商品周转速度加快，效益景气指数企稳运行

8月份，五金市场交易效益景气指数收于94.96点，环比上升3.01点，其

中，商品存货周转速度景气指数为 90.67点，环比上升 0.96点，商品存货量

景气指数为89.68点，环比上升0.26点。在十二大类行业中，六个行业呈现

环比上升，六个行业呈现环比下降，其中，运动休闲五金和门及配件类行业

运营效益景气指数升幅居前，环比分别上升10.39点和10.34点。

三、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的后市预测

8月份，五金交易市场预期景气指数收于99.05点，环比上升1.52点，9

月份进入秋季商品上架的季节，消费需求行业波动运行，预计后期永康五

金景气指数将稳中略升。

2019年8月永康五金出口需求回升，外贸景气小幅上涨
8 月份，五金产品外贸景气总指数收于 95.37 点，较上月小幅上升 1.1

点。从行业构成看，在十二大类行业中，表现为七个行业景气指数回升，三

个行业景气指数下降，两个行业景气指数基本持平。

一、出口订单量上升明显，外部需求环比小涨

8月份，出口需求景气指数为91.06点，较上期上升2.54点；其中，出口

订单量为92.44点，较上月上升6.01点；客户量为90.73，上升5.03点，是本期

出口需求上升主要因素。十二大类行业总体呈现七升三降二持平格局，其

中机械设备、建筑装潢五金、机电五金、厨用五金、五金工具及配件、运动休

闲五金、车及配件行业出口市场需求景气指数上升明显，环比分别上升

11.39点、10.53点、6.82点、5点、4.28点、4.18点、1.53点。

二、出口额环比上涨，效益景气小幅波动

8月外贸运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95.19点，较上月小幅上升1.26点。运

营效益景气上升，主要受出口销售额上升的影响，8月份，出口销售额景气

指数为94.22点，环比上升8.66点。在十二个大类中，有六个行业效益景气

指数环比上涨，涨幅居前的有机械设备和厨用五金，环比分别上涨10.52点

和6.05点。

三、外贸景气指数后市预测

8月份，预期景气指数收于97.05点，较上月下降0.55点，预计9月外贸

景气指数将小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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