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版 2018年6月11日 星期一 编辑/夏永奕 版式/夏永奕 校对/汪玲 国际

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峰会
9日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落下帷
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
交媒体推特上发文，指责加拿
大总理特鲁多“非常不诚实和
软弱”，并称自己已指示美国代
表不支持峰会结束后发表的联
合公报。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政府
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单边主义
行动，引发盟友强烈反对。如果
特朗普坚持强硬立场，七国集
团内部裂痕恐日益加深，未来
前景将愈发黯淡。

不欢而散

此次七国集团峰会正值特
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
对从欧盟和加拿大等国进口的
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后不久，贸
易分歧自然成为峰会的中心议
题之一。

加拿大媒体援引多名不愿
公开姓名的官员的话说，尽管
特朗普和其他与会各国领导人
在见媒体时表现出“一团和
气”，但他们在闭门会谈中未能

弥合在贸易争端上的分歧。
特朗普 9 日在加拿大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更是公开警告
其他国家，不要对美国的关税
举措采取反制措施，否则它们
可能会失去进入美国市场的机
会。

而在提前离开峰会、前往
新加坡的途中，特朗普于专机
上又在推特上发文，指责特鲁
多在他离开加拿大后才召开新
闻发布会，并发表“美国（对加
拿大加征）关税是一种侮辱”的
言论，称特鲁多“非常不诚实和
软弱”。特朗普说，他已指示美
国代表不支持七国集团峰会联
合公报，并威胁将考虑对进口
汽车加征关税。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
府先前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和伊朗核问题协
议，已招致盟友强烈不满，现在
又对盟友加征钢铝关税，令美
国的处境愈发孤立。

渐行渐远

美国 6 月 1 日起对欧盟、
加拿大和墨西哥出口到美国
的钢铝加征关税 ，此举激怒
了这些国家。在此之前 ，美
国与欧洲盟友就已经在伊核
协议和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

上出现严重分歧。
美国《国会山报》评论说，

特朗普的单边行动、保护主义
政策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
度让美国完全站到了其主要盟
友的对立面。

在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召开
前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十分
罕见地公开强硬批评特朗普政
府近期的一系列单边行动。马
克龙在推特上呼吁维护多边主
义，反对霸权主义，还直接向特
朗普叫阵，称如果他不介意被
孤立，其他六国也不怕七国集
团变成六国集团。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
跨大西洋安全项目负责人朱莉
安·史密斯表示，自特朗普上任
以来，美国的西方盟友尝试了
用严肃说教和魅力攻势等各种
方式与特朗普互动。但特朗普
过去数月采取的一系列单边行
动表明，他坚定认为这些盟友
一直在“占美国便宜”。

分析人士指出，盟友越来
越直接的批评显示其正在改
变对美国的态度。而另一方
面，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
会 改 变 在 贸 易 问 题 上 的 做
法。在各方立场趋向强硬的
背景下，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矛
盾预计将愈发尖锐，彼此间的
对垒或将成为常态。

前景黯淡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老牌
发达国家的俱乐部，七国集团
曾经在国际上拥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但随着近年来新兴经济
体的快速成长及其国际话语权
的不断增强，七国集团的地位
逐渐下降。现在，内部的分裂
更进一步削弱其影响力。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
交政策研究员塔伦·查布拉指
出，七国集团的成立旨在维护
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其
中包括应对保护主义倾向。特
朗普的贸易政策则从根本上违
背了七国集团的宗旨。

美国智库外交学会高级研
究员塞巴斯蒂安·马拉比表示，
七国集团内部的分歧无疑正在
加深。他认为，只要美国不改
变目前的行为模式，那么七国
集团就将成为一个“分裂、低
效”的组织。

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刘迪表
示，七国集团在贸易问题上的矛
盾很难调和，由此造成内部裂痕
扩大。即便特朗普政府目前的
经贸和外交政策今后有可能被
纠正，但从长远来看，七国集团
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将继续下
降。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分裂的七国 孤立的美国

●共同诉求

此次朝美领导人会晤的
核心议题将聚焦半岛无核化
和美国对朝鲜体制安全的保
障。美国智库韩国经济研究
所分析师凯尔·费里埃表示，
美朝若能在推动缔结和平协
定方面达成共识，将有利于鼓
励各方继续用外交手段解决
半岛核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朝美领导
人会晤推进到目前这一步，表
明双方均希望通过对话方式
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从朝鲜方面来看，今年召
开的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
调整发展战略，决定集中一切
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
教授王生指出，实现朝鲜国内
经济建设的目标离不开安全稳
定的国际环境。因此，尽快结
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得到美
方承诺的体制安全保障，与相

关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
成为朝方的首要关切。而朝美
领导人会晤正是朝鲜实现这些
诉求的重要一步。

从美国来看，实现半岛无
核化事关美国国家安全。若
能与朝鲜就半岛无核化达成
协议，将是特朗普任内一项重
大外交成就，有利于其巩固选
民支持，也是其未来竞选连任
的“加分项”。

●分歧犹存

分析人士指出，朝美在如
何实现半岛无核化等核心议
题上的分歧是两国需要克服
的主要障碍。

美方要求朝方先“完全、
可验证、不可逆”地弃核，然后
美方再解除对朝制裁；朝方则
主张半岛以“阶段性、同步措
施”方式实现无核化。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
表示，一方面，美国期望的朝

鲜短期内实现“弃核”与朝鲜
主张的“分阶段”弃核存在明
显差距；另一方面，美国一贯
主张的“先弃核、再讨论安全
保障”和朝鲜希望的“同步走”
方式同样存在较大差距。

费里埃认为，目前美朝在
弃核方式上仍有很大分歧。
因此，即使领导人会晤得以举
行，也有可能无法达成相关协
议。双方或将同意继续进行
高级别接触。

有分析人士认为，从特
朗普最近表态看，他的态度
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认识到
与 朝 方 打 交 道“ 是 一 个 过
程”，朝核问题很难通过一次
会晤彻底解决。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
金会副会长包道格表示，一
次峰会无法让美朝实现各自
诉求，但各方无疑都在朝着
正确的方向前行。未来双方
需要更多沟通来解决具体细
节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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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外长：

对菲中发展友好关系
充满信心

新华社马尼拉6月9日电 菲律
宾外交部长卡耶塔诺 9日表示，菲律
宾对菲中发展友好关系充满信心，未
来菲律宾愿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
共同打造两国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

6 月 9 日是中国与菲律宾建交
43 周年纪念日，也是第 17 个菲中友
谊日。卡耶塔诺当晚在出席“繁花
盛开菲中情”文艺晚会时发表致辞
说，“我们在这里庆祝菲中建交 43
周年，菲律宾不仅对与中国发展友
好关系充满信心，更愿意将其付诸
行动”。

卡耶塔诺说，各国都需要与邻为
善，中国是菲律宾的邻国，菲律宾的
发展需要中国。未来菲律宾将会与
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提升双边关
系，造福两国的下一代。

卡耶塔诺还表示，对于两国关系
中的个别分歧，菲律宾愿与中国进一
步增进共识，以“和平且文明”的方式
来化解争端。

中菲两国1975年6月9日建立外
交关系。2002年 1月，菲方宣布每年
6月9日为菲中友谊日。

法反腐协会欲查
马克龙竞选账户

据新华社电 法国一家反腐协会
8日说，将向巴黎检察官办公室投诉，
要求调查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
竞选账户。

法国多家媒体爆料，马克龙去年
竞选总统期间获得场地和服务供应商
大额折扣。法国反贪腐共和阵线说，

“这些优惠，大约75%，必须公开。”
这家反腐协会指认马克龙的竞选

活动“非法融资”。按照它的说法，竞
选账户全国委员会内部文件规定，折
扣上限是15%至20%。

竞选账户全国委员会主席弗朗索
瓦·洛热罗7日说，审计人员发现马克
龙的竞选账户没有“违反规则”。但批
评人士以马克龙竞选时曾强调廉政和
问责为由，要求披露内幕。

难民潮开辟
“新巴尔干通道”

据新华社电 英国媒体8日报道，
涌向欧洲国家的难民潮原先路径“巴
尔干通道”被切断后，一条更偏西的
新通道逐渐被开辟出来，令阿尔巴尼
亚、黑山、波黑、克罗地亚等沿线国家
日益承受压力。

2015 年难民潮高峰之际，大量
北非西亚难民进入希腊，再借道马
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前往西
欧和北欧国家，这一路径被称为“巴
尔干通道”。2016 年 3 月以来，马其
顿、塞尔维亚等国不堪重负，相继向
难民关闭边境，实际上切断了“巴尔
干通道”。

不过，随后 2 年间，越来越多难
民开始尝试经由一条“新巴尔干通
道”前往奥地利，再转往欧洲其他国
家。这条新路径比原先线路更偏
西，从希腊出发，沿着巴尔干半岛西
线国家阿尔巴尼亚、黑山、波黑、克
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一路北上，直抵
奥地利。

路透社报道，与 3 年前难民潮危
机最严峻时相比，眼下尝试“新巴尔
干通道”进入欧洲的难民总人数不算
太多，但今年人数增幅较大，这一趋
势值得注意。

英女王生日庆典
在伦敦举行

6月9日，在英国伦敦，英女王伊
丽莎白二世乘坐马车参加生日庆典活
动。9 日，英国伦敦举行盛大生日庆
典，庆祝英女王92岁官方生日。

新华社/路透

温哥华举行沙漠植物展
6月9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一名

女子在沙漠植物展上参观。
加拿大温哥华9日举行一年一度

的沙漠植物展，吸引大批沙漠植物爱
好者参观、交流。 新华社发

俄罗斯外长：

俄从未请求
回到八国集团

新华社莫斯科6月10日电 俄罗
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9日在俄罗斯第
一频道电视台直播节目中说，俄罗斯
从来没有请求回到八国集团。

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在上合组织、
金砖国家，尤其是二十国集团模式中
很好地展开了工作。

9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再次表示，俄罗斯回到八国
集团将对整个世界起到积极作用。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先后抵达
新加坡。两位领导人定于12日举行的会晤已进入倒计时。

分析人士指出，朝美领导人会晤几经波折仍得以推进，表
明双方均希望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不过，鉴于朝
美互信度较低，仅凭一次领导人会晤很难解决所有问题，半岛
走向真正和平仍任重道远。< >

6月10日，特朗普抵达新加坡。新华社发6月10日，金正恩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新华社发

阿富汗塔利班
宣布过节停火

据新华社电 阿富汗塔利班组织
9 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在开斋节与阿
富汗政府军停火3天。阿富汗政府两
天前已经宣布在开斋节前后与塔利
班停火。不少分析人士说，这是 2001
年阿富汗战争以来塔利班首次宣布
过节停火，有望给该国和平进程带来
积极变化。

阿富汗塔利班在声明中警告政
府军，一旦遇到袭击，塔利班将自
卫。声明还强调，外国军队不在停火
范围内，塔利班将继续抵抗入侵者。

塔利班还透露释放扣押人员的
意愿。声明说，塔利班可以考虑释放
扣押人员，前提是后者答应“不再上
战场”。

阿富汗总统发言人穆罕默德·哈
龙·沙汉苏里9日晚些时候回应说，政
府“欢迎”塔利班的停火声明，希望对
方说到做到。

一些分析人士对这次停火表示
谨慎乐观。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
专家迈克尔·库格尔曼说，这次停火

“很大程度上只有象征意义”。
库格尔曼说：“我们应该放低期

望值……（停火）甚至可能给塔利班
组织喘息空间和时间，让他们重整旗
鼓、提高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