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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极限施压挑战国际规则将自食恶果

2019年5月20日 本版主编：张立清 版式策划：柴建平 责任校对：玉 峰

美国政府近来在国际
上频频采取极限施压做法，
对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
古巴等国肆意挥舞制裁大
棒，对中国、欧盟、日本、印
度等以加征关税相威逼，妄
图用这种霸权主义、单边主
义的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屈
服于美方蛮横无理的要求。

多国专家学者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美
国极限施压的做法公然挑
战国际规则，严重破坏世界
贸易体系和国际秩序，甚至
威胁一些地区的和平稳定。
美方所作所为正遭到越来
越多国家抵制，其用霸凌手
段满足私利的企图不会得
逞。

【动机】

地缘野心与政治需要

专家们认为，美国的极
限施压做法对外是为了实
现美方的地缘政治野心，对
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国内
政治需要。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军
事大学教授路易斯·金塔
纳：美国对委极限施压的目
的不仅是推翻马杜罗政府，
更希望借此打击得到委政
府支持的古巴、尼加拉瓜等
拉美左翼国家，以实现美国
对“拉美后院”的绝对主导

权，让“门罗主义”在拉美复
辟。

比利时-中国经济贸
易委员会主席贝尔纳·德威
特：极限施压的做法是美国
单边主义政策的一部分，美
国想通过向整个国际社会
施压的做法来达到自己的
目的。目前，特朗普政府在
伊朗核问题上的做法就十
分明显。当美国想要实施制
裁时，还会要求其他国家效
仿它。如果其他国家不服
从，也会遭到美国的制裁。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
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马库
斯·陶伯：中美贸易磋商需
要双方相互妥协，而美方没
有任何妥协让步的诚意，反
而通过各种方式频频极限
施压，部分原因在于眼下需

要展现“与中国对抗”的强
硬形象为其国内政治考量
服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阮宗泽：美国搞
极限施压，首先反映了一种
单赢的思维，就是其他国家
不能获得好处，必须是美国
获得好处。为了获得好处，
美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其
次，搞极限施压，表明美国
过高估计自己，认为只要舞
刀弄枪，别国就会害怕、求
饶。而事实上，这暴露出美
国对形势的误判。

【危害】

破坏秩序与制造混乱

专家们指出，美国的极
限施压做法危害无穷，正在

破坏世界贸易规则，动摇现
有的国际秩序，给包括美国
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带来
负面影响。

古巴国际关系高级学
院教师、前古巴驻罗马尼亚
大使曼努埃尔·耶佩：美国
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经常违
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美国正在打破二战后逐渐
形成的全球政治平衡，在国
际关系中制造混乱，给其他
各国带来负面影响。

阮宗泽：美国极限施压
的做法给国际体系、国际规
则带来巨大冲击。例如，美
国为了向伊朗施压，退出伊
核协议，这是对美国自身参
与制定的国际规则的破坏。
美国还退出了旨在应对气
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这也

是对国际规则、全球治理，
特别是生态治理体系的破
坏。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
东方学教研室主任阿列克
谢·马斯洛夫：美国的贸易
保护主义政策令国际贸易
逐步萎缩，并将改变国际贸
易体系。美国为满足本国利
益，抛开世界贸易组织规
则，肆意施加制裁、加征关
税，对国际贸易造成直接的
负面影响。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
亚研究所教授罗梅君：现阶
段，美国也在向欧洲、特别
是德国施加压力。美国反复
无常的做法让欧洲盟友对
其失去信任。其发起的贸易
战也让欧洲盟友认清，美国
眼下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结果】

失道寡助与自毁形象

多国专家认为，美国极
限施压的做法貌似气势汹
汹，但吓唬不住那些坚决捍
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国家。美
方一味蛮横行事，最终结果
只能是失道寡助，自毁形
象，自食恶果。

伊朗德黑兰大学教授
马兰迪：美国政府退出伊核
协议，单方面重启对伊朗的
制裁，这是公然挑战国际秩

序、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一
个典型例子。伊朗政府已多
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即美
国不可信赖。伊朗绝对不会
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美国制
裁虽然给伊朗造成了一定
困难，但只要伊朗人民团结
一致，这些困难完全可以克
服。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政
治学教授朱建荣：美国的极
限施压做法其实是捡了芝
麻丢了西瓜，很可能令美国
参与建立的国际经贸规则
毁于一旦，从而引起公愤，
加速其霸权的衰落。美国不
仅对中国而且对中东、欧
洲、拉美国家挥舞大棒，一
味施压的外交政策破坏了
美国的国际声誉，也让对美
国心存幻想的人们认清现
实。

曼努埃尔·耶佩：美国
采取的极限施压行为，其实
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
今世界是多极世界，美国的
极限施压做法很难压服对
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站出
来反对，在全球范围内挑战
美国的霸权政治。与美国的
霸权主义思维不同，如今世
界上已出现一些提倡共同
发展与双赢的新思想和新
倡议，正得到国际社会日益
广泛的认同。

（据新华社报道）

新华社消息 朝鲜中
央通讯社5月18日报道，朝
鲜常驻联合国代表金星17日
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指认美国侵犯主权，强占
朝方货船，是根本不把国际
法放在眼里的“流氓国家”。

美国司法部9日宣布，
朝鲜货船“智诚”号涉嫌违反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制裁决
议，因而由美方扣押。这艘散
装货轮本月11日抵达位于南
太平洋的美属萨摩亚，依照

美方的说法随后将接受检
查。

朝鲜外务省14日谴责
美方“非法抢夺”朝方货船的

“强盗般”行为，认定这是对
朝美双方新加坡共同声明
精神的“全面否定”，要求美
方立即归还。朝中社18日报
道，金星就美方强占“智诚”
号事件致信古特雷斯。

金星写道，美国以依据
美国国内法律的单边制裁
为由，强占朝鲜货船。“这一

强占行为明确表明，美国确
实是一个毫不在意国际法的
流氓国家。”信件说，美方违
反联合国宪章，强占朝方货
船，是对他国主权的侵犯。

金星认为，国际社会愈
发关注美方恶劣行径可能对
朝鲜半岛局势造成的影响，
古特雷斯作为联合国秘书长
应采取“紧急措施”，以维护朝
鲜半岛稳定并证明联合国持
有公正立场。他声明，“我方将
关注联合国采取的行动。”

“智诚”号排水量1.7万
吨，是朝鲜最大散装货轮之
一，去年运载一批煤从朝鲜
起航，在印度尼西亚遭扣押。
美方同年7月发出扣押令，后
从印尼接收货轮。

美方指认“智诚”号试
图向国外非法输出煤炭、运
回机械装置，违反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涉朝制裁决议。联
合国安理会2017年8月通过
决议，禁止朝鲜出口煤、铁和
铅等物资。 （陈立希）

拜登正式启动总统竞选
新华社消息 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人拜登5月18日

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行集会，正式启动总统竞选活动。
拜登当天以“团结”为主题发表其竞选演说，谈及医

保、基建、教育、气候变化等话题。他强调自己跨党派寻求共
识的能力和履历，并表达对华盛顿政治圈风气及现任总统
特朗普执政风格的不满。

本周早些时候，拜登竞选团队宣布将竞选总部设在费
城。美国媒体认为，这体现了拜登对宾夕法尼亚州的重视。
在以往美国总统选举中，该州被视为关键“摇摆州”，为民
主、共和两党必争之地。

拜登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现年76岁，曾
于2009年至2017年奥巴马执政时期任副总统。此前，拜登
曾任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达36年，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主席。今年4月25日，他宣布竞选下届总统。

包括拜登在内，已有20多名民主党人宣布竞逐
2020年总统选举。民调显示，拜登在民主党和独立派选
民中支持率大幅领先于民主党内其他人选。民主党全
国委员会总统选举党内初选前两轮辩论将于今年6月
和7月举行。 （孙 丁 胡友松）

新华社消息 多名日
本政府消息人士5月18日证
实，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
统特朗普5月下旬会晤后，
不打算发表联合声明。共同
社解读，这一决定缘于双方
在贸易谈判和朝鲜半岛无
核化方面有分歧。

特朗普定于5月25~28
日访问日本，是日本进入“令

和”时代以后接待的第一名
国宾。共同社报道，这一安排
旨在向特朗普明确传达日
方立场，即日本“最为重视”
同盟国美国的领导人。

安倍和特朗普26日将
在千叶县打高尔夫球，那以
后打算观看相扑比赛。两人
定于27日举行会晤。特朗普
访日期间将会晤日本新天

皇德仁、皇后雅子。
按消息人士的说法，日

美政府认定，两国领导人会
晤期间，难以就贸易谈判达
成一致；就朝鲜重新启动疑
似导弹发射活动，安倍和特
朗普之间也有温差，因而决
定不发表联合声明。安倍预
期向特朗普重提遭朝鲜特
工绑架的日本人事宜，两人

随后将一同出席记者会。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2014年以国宾身份访日时，
与安倍会晤后发表联合声
明。外务省消息人士告诉共
同社记者，就这次不发表联
合声明，日本政府打算对外
宣称“2017年2月安倍访美
时，已经发表联合声明，不
需要再来一次”。（刘秀玲）

这是5月1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白宫。美国白宫17日宣布推迟6

个月就是否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加征关税作出决定。

安倍会晤特朗普将没有联合声明

朝鲜就美国扣船事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 5

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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