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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意基础良好

此次中俄社会民意调查，是继 2018
年后再次开展的大规模双向民意调查。
对比 2018 年民意调查结果，可以发现，
两国民众对中俄关系的整体评价基本一
致，评价较高且相互认可，总体评价积
极正面。中国受访者对俄罗斯的非负面
评价达93.1%，俄受访者对中国的非负面
评价达82.6%。两国受访者对中俄高层交
往、政治互信、务实合作水平均给予积
极评价。

“调查结果表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良好的社会民意基
础。”外交学院教授高飞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中俄民众彼此评价积极正
面，反映出中俄友好关系深入人心。近
年来，中俄高层互访频繁，保持政治友
好；经贸领域合作持续深入，双边贸易
额连续两年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以

“一管两桥”为标志的跨境设施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人文领域交流频繁，中俄友
好的民意基础更加牢固稳定。

调查结果显示，高层交往、政治互
信程度、务实合作水平、民众彼此了解
程度及对彼此重大倡议的支持力度，是
中俄受访者普遍认为影响中俄关系未来
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离不
开高层引领。”高飞指出，中俄各领域合

作已建立起不同层级、包括双边及多边
平台在内的一系列长效机制，这对维护
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发挥着重要作用。

抗疫合作巩固了友谊

此次调查期间，正值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蔓延。调查结果显示，中俄抗疫
合作得到两国民众的普遍支持。

具体来看，超过90%的中俄受访者了
解对方国家采取的抗疫措施；有73.2%的
中国受访者和84.4%的俄罗斯受访者评价
对方国家抗疫工作“有效”；约九成的中
俄受访者对两国非常规抗疫举措表示支
持；中俄受访者期待两国在科研合作、
防控及临床交流和分享、抗疫物资互通
等方面加强合作；对中俄在国际多边抗
疫合作中的立场和作用，两国多数受访
者表现出积极肯定的态度。

调查结果还显示，抗疫合作进一步
促进了中俄友好关系。双方绝大多数受
访者认为，疫情不会对中俄关系产生负
面影响。中国民众更为积极乐观，认为
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受访者占91.9%，其
中认为会产生正面影响的占75.6%；持上
述立场的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 53.3%和
45.1%。这表明，中俄抗疫合作成效给两
国民众注入了信心。

高飞指出，中俄携手抗疫深刻体现
了“患难见真情”。在中国抗击疫情最艰
难的时刻，俄罗斯鼎力相助。对此，中

国铭记在心，投桃报李。俄罗斯发生疫情
后，中国给予俄罗斯坚定支持和有力帮
助。抗疫合作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友谊。

疫情发生后，中俄坚决反对个别国
家出于政治目的的恶毒攻击和肆意抹
黑。调查结果显示，在对以美国为首的
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抗疫行动“标签
化”“污名化”进行评价的问题上，超过
90%的中国受访者和超过 2/3 的俄罗斯受
访者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态度。俄罗斯
受访者中，91.8%认为“疫情源头应当交
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去研究”；82.9%认为

“把疫情的全球扩散，全部归因到其他国
家，是一些国家的政客转移目标、推卸
自身责任的手段”。

高飞分析称，面对美国和西方将疫
情政治化、标签化的企图，中俄坚定站
在一起，在重大国际事务上加强协调，
相互声援支持，这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体现。

友好关系代代相传

调查显示，两国民众心理距离和相
关接纳程度出现更加积极变化，俄青年
一代对中国民众的接受和亲近程度明显
提高。两国民众对中俄关系的现状和未
来发展表达了明确的支持态度。

高飞认为，青年代表着国家的未
来。中俄青年人之间加强友好认同，对
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中俄都

从冷战中吸取教训，小心呵护、培育双
边友好关系，取得了来之不易的合作成
果，同时注重把友好关系传播到下一
代。这体现了中俄领导人具有长远的战
略性眼光。两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
越走越近，表明中俄友谊正开花结果，
代代传承。”

未来，如何进一步促进双方民心相
通，为提升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水平打
牢基础？

在高飞看来，第一，要继续加强高
层引领，这是中俄关系发展的重要前
提。第二，要不断寻找新的经贸合作
点。“中国的电商、移动支付正在改变俄
罗斯人的消费习惯，大受俄罗斯年轻人
的欢迎。双方可考虑在这些方面加强合
作。”第三，要继续推进人文领域的双向
合作，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
础。“当前，受疫情影响，‘反全球化’
和‘逆全球化’趋势暗流涌动，夯实民
意基础对促进人文友好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要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加强协
调，注重利用国际法及国际制度维护双
方共同利益。

上图：6月19日，在浙江省义乌市生
活的 20 余名俄罗斯青年走进稠江街道九
里江文化礼堂，与当地居民一起包粽
子、制香囊、画彩蛋等，体验中华非遗
文化，丰富节日生活，感受不一样的邻
里情。图为俄罗斯青年展示画好的彩蛋。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据外媒报道，美国财政部近日宣布，暂时退出经合
组织框架下的数字服务税谈判。此举引发欧盟及其多个
成员国的不满。法国和欧盟方面表示，不管今年是否达
成全球性协议，都将征收数字服务税。

针锋相对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表
的官方声明表示，美国建议暂停与经合组织正在进行的
数字税谈判，同时建议各国政府将注意力放在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和安全重启经济上。

美国的这一决定引发强烈批评。据路透社报道，法
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18日表示，“美国退出谈判是
对经合组织内所有合作伙伴的一种挑衅。”

据勒梅尔透露，法国、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四国
已向美方联合发函回复。面对美国又一次“退群”，几
个欧洲国家立场坚定，已各自着手推进本国征税方案。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警告称，如果
欧洲国家对美国科技公司征收数字税，美国将采取报复
行动。西班牙政府发言人则针锋相对地表示，欧洲国家
征收数字税“不会接受来自另一国的任何威胁”。

美欧数字税争端由来已久。近年来，以美国企业为
代表的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纷纷落户税制宽松、税率偏
低的欧洲国家，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税收不公。这也引发
了美欧多国在数字税问题上的争端。今年 1月，为了在
2020 年底前达成对跨国互联网企业征税方案的一致意
见，137 个国家在经合组织主持下召开会议，着手进行
谈判。

利益斗争

“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数字税谈判，主要的原因是
美国认为谈判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
究所研究员袁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数字税谈判涉
及利益分配，美欧都不愿意退让。此外，美国的精力主要

集中在应对疫情及恢复经济等国内议题上，暂时无暇顾
及数字税谈判，因此采取了暂时退出谈判的拖延战术。

2019 年 7 月，法国成为第一个征收数字税的国家。
美国随即施压，当月就宣布对法国启动“301调查”。该
调查源于美国 《1974年贸易法》 第 301条，允许美国对
它认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进行报复。

除法国外，今年 6 月 2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
布，将开始对 10个已执行或正在考虑征收数字税的贸易
伙伴发起“301调查”，包括欧盟、英国、奥地利、捷克、意大
利、西班牙、土耳其、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也被认
为是美国暂停数字税谈判的先兆和准备动作。

袁征指出，美国此举将伤害美欧贸易关系，同时给
美欧正在进行的自贸谈判蒙上阴影。

加剧紧张

数字税谈判陷入僵局，加大了各方对美欧爆发贸易
战的担忧。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敦促各国继续推进
谈判，担心各国分别推出数字税会引发纷争。他不无担
忧地指出，如果无法达成多边协议，那么更多的国家会
采取单边措施，而已经实施的国家也将不再克制。这不
仅会引发税收争端，还将难以避免地加剧贸易紧张。在
当前世界经济正面对历史性考验的情况下，贸易战只会
进一步打击经济、就业与信心。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专家分析称，“现
实政治”已渗透到数字贸易领域。美国作为数字税谈判
最重要的参与国，不再参与多边讨论，同时威胁采取报
复性措施，那么，“迎接双方的结局，很可能是贸易
战”。

不过也有声音认为，美欧仍有继续开启谈判的可
能。西班牙欧亚评论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华盛顿
方面仍然认为，今年有可能达成数字税协议。”

“征收数字税是大势所趋，美国的期望不是不交
税，而是少交税。达成一个最终协议需要欧洲和美国双
方各让一步。”袁征表示。

中老铁路第二长隧道顺利贯通

由中国中铁广州局承建的中老铁路那科村隧道 6 月
21日顺利贯通。该隧道是中老铁路全线第二长隧道，是
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那科村隧道全长 9296 米，穿越 4 个断层带，地质复
杂，施工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自 2017 年 5 月开工
以来，中铁广州局项目部攻克复杂地质带来的施工难
题，积极创新，形成“东南亚雨林隧道软岩关键技术”
等科研成果，有效加快进度。

今年初以来，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项目部一
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充分利用属地化优势，从当地
大量采购砂石料、水泥等施工用料，提高当地劳工使用
率，促进企地合作。

中老铁路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
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项目，北起老中边境口岸磨丁，
南至老挝首都万象，全长414公里，全部采用中国管理标
准和技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60公里，为电气化客货混
运铁路。工程于 2016 年 12 月全面开工，计划 2021 年 12
月建成通车。

沙特宣布解除全国范围宵禁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 6 月 20 日宣布，自 21 日 6 时起，
沙特全国所有地区和城市将完全解除宵禁，并恢复经济
和商业活动。声明说，沙特将继续暂停国际航班，陆
路、海路边境口岸将继续关闭。与此同时，民众外出仍
须保持社交距离、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同时禁止举行
50人以上的聚会。

据沙特卫生部20日发布的数据，该国过去24小时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41例，累计确诊154233例；新增
治愈病例 3153 例，累计治愈 98917 例；新增死亡病例 46
例，累计死亡1230例。

巴西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突破5万

据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 6 月 21 日下午公布的疫情数
据，巴西 24 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 17459 例，累计确诊
1085038 例；新增死亡病例 641 例，累计死亡 50617 例。
巴西的累计确诊和累计死亡病例数均位列全球第二，仅
次于美国。

圣保罗州仍然是巴西疫情最严重的州，累计确诊病
例逼近22万例，累计死亡病例逾1.2万例。里约热内卢州
和塞阿拉州累计确诊病例均逾9万例。

巴西政府 20日晚宣布，将禁止外国公民入境巴西的
禁令再次延长15天，巴西海陆空边境将继续关闭。该措
施自3月底生效，并已多次延长。 （均据新华社电）

2020中俄民调报告显示两国关系具有深厚社会基础

携手抗疫让中俄民心贴得更近
本报记者 李嘉宝

近日，由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

委员会主导的“2020年中俄社会民意

调查报告”发布。该调查自今年5月

启动，范围涵盖中俄11座城市，共

回收有效样本 3061 份，其中中国

1531份，俄罗斯1530份。

此次调查内容包括两国民众对彼

此认知、两国关系、美西方对华污名

化的态度、中俄抗疫合作成效的评价

等。调查结果显示，中俄民众彼此认

可，中俄关系的社会基础更加巩固；

中俄抗疫合作得到两国民众支持，进

一步促进了中俄友好关系。

环球热点

美退出数字税谈判激怒欧盟
赵 昊

观日食
6月 21日，“日环食”天文景观

在天宇上演。环食带以外邻近的一
些地区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偏食。

上图：6 月 21 日，孩子们在日
本爱知县丰田市观看日食。

新华社/共同社
左图：6 月 21 日，一名男子在

菲律宾马尼拉拍摄日食。
乌马利摄 （新华社发）

国际时讯

6 月 21 日，中国中铁广州局员工在贯通的中老铁路
那科村隧道前合影。 （新华社发）

6 月 21 日，中国中铁广州局员工在贯通的中老铁路
那科村隧道前合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