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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新社报道，12月9日，俄、乌、法、德四国领导
人在法国巴黎参加“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并发表联合
公报，各方同意在 2019年底前全面落实乌克兰东部地区
停火协议。时隔3年，四国领导人再次聚首，乌东地区能
否真正迎来和平曙光？

会谈成果颇丰

本次“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成果颇丰。在会后发
布的联合公报中，各方同意继续履行 2015年达成的 《明
斯克协议》，在年底前实现乌东地区全面停火，并释放双
方所有被俘人员。此外，公报提出将建立军事力量分隔
区，允许平民自由通过乌克兰东部控制线。乌方还同意
将“施泰因迈尔方案”纳入法律中，赋予乌东两州自治
地位。

这是四国领导人第 6 次开展“诺曼底模式”会谈。
2014 年，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
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邀请乌、俄、德领导人在法国诺曼
底会晤，寻求乌东局势缓和的解决方案。2015 年，各方
在明斯克达成了停火协议。然而，由于双方分歧难以弥
合，乌东地区一直深陷战火。

“本次会谈释放出局势缓和的积极信号，说明各方尤
其是俄乌双方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中国社
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姜毅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说。

各方释放善意

停摆3年的“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再次启动，并取
得一定进展，缘于各方的利益诉求。

姜毅分析说：“新上任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意识
到，过去的对俄强硬政策不利于解决问题。因此，他在
乌东问题上展现出新态度。对俄罗斯来说，这也是一个
契机。”

今年以来，俄乌双方相互释放善意。今年 7 月，由
俄、乌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组成的三边联络小组宣
布，乌东地区将无限期停火；9月，俄乌双方相互交换对
方战俘；11月，俄罗斯将去年扣押的3艘乌方船只归还乌

克兰。这些事件不仅缓和了乌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为
“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取得成果创造了条件。

从欧洲方面来看，法、德两国对乌克兰局势缓和进
行了积极斡旋。姜毅表示，法国和德国希望扮演缓解俄
乌关系的角色。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法、德也考虑到
了此事对欧盟的影响。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中欧和东欧事务顾
问安德里乌斯·图尔萨的话说：“若乌、俄不能在年底达
成一致协议，俄罗斯在乌境内的天然气输气管道很可能
停运，进而引发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危机。”

公报落实存疑

此次“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取得了一定成果，但
俄乌的根本矛盾仍存在，双方在乌东地区先撤军还是先
选举的问题上各执一词。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只
有授予乌东地区自治权并开展选举后才能在撤军方面展
开谈判。泽连斯基则表示，只有在外国军队撤出乌克兰
领土后，乌克兰才愿意商讨乌东两州选举方案。

在姜毅看来，俄乌在乌东问题上都不会轻易让步，
向对方妥协。此外，乌克兰国内力量也在牵制乌政府的
决策。在会谈前一天，数千乌克兰民众及反对党成员在
基辅独立广场和总统府附近举行集会，警告泽连斯基不
要在巴黎峰会上“出卖乌克兰国家利益”，并反对泽连斯
基与普京举行“一对一”会谈。

“在矛盾难以解决、双方分歧巨大的情况下，乌东地
区能否实现彻底停火、巴黎公报内容能否得到落实，仍
然是一个问号。”姜毅说。

自 2014 年至今，乌克兰问题跌宕起伏。有分析认
为，其背后大国利益的博弈为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增加变
数。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泽连斯基近日表示：“我
绝不希望乌克兰成为地图上的一枚棋子，被全球大玩家
在棋盘上抛来抛去，为他们的交易打掩护。”

“美国希望乌东地区保持目前的紧张状态。”据姜毅
分析，当前，俄罗斯仍是美国的主要防范对象，而乌克
兰问题是美国牵制和防范俄罗斯的重要筹码。“乌克兰问
题不解决也不发酵，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做法。”

中企参建中东炼厂主装置建成

本报电（李建永） 12月 13日，由中国石化参建
的中东地区最大炼厂科威特阿祖尔炼厂主装置全面
建成。阿祖尔炼厂是全球目前一次性建设的最大炼
油厂。该项目于 2015 年 10 月开工建设，由中国石化
旗下的洛阳工程公司与来自西班牙、韩国等约 50多
个国家及地区的近500家企业参与建设。项目总投资
139亿美元，年加工能力3150万吨。

这是中国石化首次实现炼化工程设计技术出口
科威特，是中企积极践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一大
成果，对打造中国炼化工程技术“新名片”、助力两国
合作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当地资源，大量采用当地
生产的电气、仪表及设备材料，多家当地分包商参
与工程建设，仅变电站等设备采购额就达 1.5 亿美
元，带动了科威特制造业的进步，促进了当地经济
发展。此外，该项目 5 年来用工累计超过 1 亿人工
时，有力推动了当地及周边国家的就业。项目现场
每月都有超过100场不同类型的培训，提升了当地公
司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推动了所在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

新一轮阿斯塔纳会谈举行

新华社电 12 月 11 日，为期两天的第 14 轮叙利
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结
束。会谈就继续支持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工作、伊德
利卜局势、叙利亚人道主义问题等展开了讨论。

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四国政府代表
以及一些叙反对派武装代表参加会谈。约旦、伊拉
克、黎巴嫩三国政府代表以及联合国代表团以观察
员身份参会。

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在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
说，三国愿与宪法委员会成员及联合国特使积极互
动，确保宪法委员会不受外部干扰并持续高效开展
工作。三国坚决抵制破坏叙利亚领土完整、威胁叙
邻国安全的分裂图谋，拒绝任何以反恐为借口实行
非法自治的行为，反对非法占有和销售叙利亚的石
油资源。三国还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武装袭击。

与会各方商定，下一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
谈将于明年3月举行。

环球热点

国际时讯

中国工程师谭桂初（左二）与当地工人指导施工。
李建永摄

诺曼底会谈重启 停火承诺待落实

乌东局势乍暖还寒
段兴汉 沈丹玲

亚洲艺术珍品
亮相旧金山

近日，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
博物馆举行活动，庆祝博物馆完
成展区改建，并介绍推出 15 件
馆藏珍品以及《海底遗珍：重现
沉船中的艺术》和《张大千：得
心应手》两个展览。

右图：博物馆展出的中国后
赵时期的释迦牟尼佛坐像。

下图：参观者在拍摄张大千
作品。

刘艺霖摄 （新华社发）

世贸组织“心脏骤停”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直接原
因是法官人数不足。根据世贸组织规定，
上诉机构常设 7 名法官，每人任期 4 年。
针对任何一起贸易争端案件，必须由 3 名
法官联合审理做出裁决。然而，从12月11
日起，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只剩下一名法
官，无法受理任何案件。

自2017年上半年以来，世贸组织一直
笼罩在上诉机构“瘫痪”的阴影中。据英
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认为上诉
机构滥用权力，存在“越权裁决”、“审理
超期”和法官“超期服役”等问题，两年
多来频频阻挠新法官的遴选。

在 12月 9日举行的世贸组织总理事会
会议上，美国又一次进行阻挠，一份有关
上诉机构改革的决议草案未获得通过，新
法官遴选再次受阻。

BBC的报道指出，美国还就预算问题
向上诉机构施压。“本月初步批准的世贸
组织预算案显示，2020 年预算被大幅削
减 ， 尤 其 是 上 诉 机 构 的 预 算 被 砍 掉 近
90%。这使得上诉机构的运转雪上加霜。”

世贸组织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功能之
一，就是为成员解决贸易纠纷。作为国际贸
易“最高法院”，上诉机构不仅对世贸组织
专家组发布的“初裁”报告有复审权，而且
其裁决被视为终审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
因此，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将上诉机构

“停摆”描述为世贸组织“心脏骤停”。
据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

目前世贸组织共有15个已提起上诉的在审
案件，除已经召开听证会的 4 个案件以
外，其余11个案件均无法完成上诉审理。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关闭将使国际
贸易争端陷于像‘一场没有裁判的足球比
赛’的境地。”英国《泰晤士报》警告说。

“丛林法则”没有好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
院长屠新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美国一直对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制度设计
心存不满，认为上诉机构“越权”，限制了美
国推行贸易政策的“自由”，没有达到自己
的预期。在实际运行中，上诉机构做出一些
对美国不利的裁决，也让美国怨言颇多。

路透社称：“美国既是世贸组织最大
的原告，也是最大的被告，但它只把目光
盯在失败的案件上。”

“当前美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立
场。宣判上诉机构‘死刑’，美国可以凭
强大的实力解决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
迫使其他国家改变立场、进行让步。”屠
新泉指出，“上诉机构的最大特点是它的
独 立 性 和 公 正 性 。 上 诉 机 构 一 旦 ‘ 停
摆’，‘国家实力’将取代‘规则’成为国
际贸易的基础。这是十分危险的。”

正如阿泽维多所说，如果全球贸易规
则得不到切实履行，世界经济将回到“丛

林法则”时代。美国 《外交杂志》 网站刊
文不无忧虑地表示：“美国正在与自己推
动建立的国际秩序做斗争。单边主义一旦
泛滥，国家间将通过关税壁垒而非法律规
则解决贸易争端，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贸
易保护主义。”

舆论普遍认为，在一个丧失秩序的世
界里，美国同样不会受益。“美国之音”
援引商界人士的观点表示，“WTO的规则
每天都在保护美国公司免受不公平待遇和
隐性保护主义的侵害。保护这一机构及其
争端解决机制应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当
务之急。”上诉机构前首席法官、美国前
贸易谈判代表巴楚斯向 BBC 表示，“一旦
没有贸易裁决，不断升级的关税战只能靠
经济实力一较高下。美国很有可能收到来
自贸易伙伴针锋相对的关税报复。”

在屠新泉看来，美国破坏上诉机构的
行为，将对其软实力造成冲击。长此以
往，国际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将大受打击，
美国不可能独善其身。

多边主义仍是主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近日表示，
国际社会不能失去公平和正义，不能任由
个别国家、个别人为所欲为，相信这是国
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心声。“我们
注意到有 117 个成员呼吁立即启动遴选，
表明了绝大多数成员对恢复上诉机构的强
烈政治意愿。中方愿意同志同道合的绝大

多数一道，继续推动解决上诉机构面临的
挑战。”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仍是大多数国家的
共识。阿泽维多指出，上诉机构“停摆”
并不意味着世贸组织框架下以规则为基础
的争端解决机制走向终结。他透露，已经
开始与成员们展开“密集磋商”，以找到
长久解决办法。

部分世贸组织成员提出了临时替代方
案。欧盟、加拿大等表示将在上诉机构

“停摆”期间启动临时上诉仲裁程序，也
有贸易专家建议争端双方协商并将初裁报
告作为最终裁决结果，避免争端解决陷入

“悬而不决”的境地。
高峰表示，中方将继续坚定地维护以

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各方为
恢复上诉机构运作而做出的努力。“我们
也正在研究上诉机构瘫痪期间处理世贸组
织争端案件的临时方案，适时提出中方的
建议，争取与其他成员一道，尽快恢复争
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转。”

屠新泉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
流。虽然 WTO 当前面临严峻挑战，但各
国之间开展紧密经贸合作的需求没有变、
也不会变，即便是美国也不可能真的孤立
于 世 界 。 应 当 相 信 ， 经 过 国 际 社 会 和
WTO 成员的共同努力，以规则为基础的
多边贸易体制必将继续展现其生命力，为
经济全球化的向前发展提供有力基础。

上图：12月11日，位于瑞士日内瓦的
世贸组织总部外景。

新华社记者 刘 曲摄

当地时间 12月 10日，世界贸易组

织（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宣布，改进世

贸组织上诉机构的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上诉机构将于12月11日停止受理新的

争端案件。“世贸组织陷入其25年历史

上最大的危机。”英国《卫报》评论称。

作为贸易争端解决终裁机构，上

诉机构有着“WTO 皇冠上的明珠”之

称。当“明珠”蒙尘，国际社会普遍

担忧，基于规则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

受到严峻挑战。

美国阻挠法官遴选 上诉机构陷入“停摆”

世贸组织遭遇一股世贸组织遭遇一股““寒流寒流””
本报记者 李嘉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