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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宣布重新对加拿大出口美国的部分铝产品加征10%关税。作为反制，

加拿大立即宣布将对从美国进口的含铝产品征收关税。美国现政府任性挥舞贸易制裁

大棒，迟早会遭到美国国内消费者、制造业企业和相关下游企业的强烈反对。近日，美国和加拿大这俩“兄弟”闹上
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翻脸不认人，将贸易制
裁大棒砸向“亲小弟”，宣布重新对加拿大出
口美国的部分铝产品加征10%关税。加拿大
毫不示弱，立即宣布将对从美国进口的含铝
产品征收关税，作为美国对从加拿大进口部
分铝产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

特朗普为何突然对亲近的盟友加拿大下
手？根据特朗普的公开发言，恢复加征关税
是因为加拿大铝产品涌入美国，夺走了美国
就业岗位，并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美国方
面的公告称，加拿大是美国进口未锻造非合
金铝的最大来源国。去年，来自加拿大的非
合金铝进口占到美国该产品进口总额的近三
分之二，今年前 5 个月的占比约为 75%。不
过，加拿大铝业协会称，7月份商品级铝锭对
美出口下降了28%。

美加钢铝关税之争由来已久。特朗普
2018 年就曾宣布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开征关
税，理由还是老一套——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加拿大当时便立即采取了报复措施。随后双
方开始谈判，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于 2019
年5月份达成了协议，作为更新版北美自贸

协定谈判的一部分，美方同意取消对加墨
两国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以换取加墨两国
取消对美国的报复措施。然而，代替北美
自贸协定的“美墨加协定”2020 年 7 月 1
日刚正式生效，如今墨迹未干，美国就翻脸
了，这恐怕让加拿大始料未及。

其实，类似的戏码早已多次上演，而且
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面对美国国
内经济下滑和新冠肺炎疫情压力，特朗普
再次选择出尔反尔，对亲密盟友棍棒相加，
这一举动并不奇怪。但是，打着“美国优
先”旗号四处挥舞制裁大棒，连亲密盟友都
不放过，真的能让美国得到实惠吗？

从加拿大政府表态来看，美国和加拿
大两国在铝产品上的合作是互利互惠的，
不存在哪一方从中单独获益，加征关税会
增加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而且加征关
税也是两国相关产业工人最不愿意看到的
事情。在美国国内，多个主要商会组织也
反对加征关税，认为这将增大美国制造业

成本，最终埋单的还是美国消费者。这一决
定还将让本已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的商
业环境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美国世界贸易咨
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显示，对钢铝产品加征关
税将导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减少0.2%、
净损失就业岗位40多万个。

既然如此费力不讨好，美国为何还要执
意如此？今年二季度，美国GDP按年率计算
下滑32.9%，创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大降幅；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美东时间8月9日，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
病例超过500万例。在疫情和经济下滑双重
打击下，美国国内矛盾爆发，此前多座城市发
生的反种族歧视游行就是例证。在这种情况
下，美国政府迫切需要转移国内矛盾视线，贸
易制裁是看上去非常有效的措施之一。

然而，打着“美国优先”旗号，以所谓的
“国家安全”为由，肆意践踏国际规则，制裁贸
易伙伴，甚至对有潜在威胁的企业都不放过，
真的能让美国得到巨大利益？其实不然，挥

舞制裁大棒可能会让美国一些利益团体得到
实惠，短期内转移部分国内矛盾视线，但真正
受伤和为其埋单的却是美国企业和美国民
众。早在 2019 年 5 月份，代表美国 150 多家
贸易协会的组织就曾发表声明称，过去10个
月，美国消费者、农民等一直为贸易摩擦的全
部成本埋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9年5
月份美国计划对华加征新一轮关税时的一项
研究显示，加征新一轮关税将导致美国家庭
平均每年多花831美元。

除此之外，美国制造业企业和相关下游
企业也是受害者。近期，美国对中国高新技
术企业华为的制裁不断升级，导致华为麒麟
高端芯片很快将无法生产。然而，着急跳脚
的不是华为，反而是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
该公司日前公开表示，正在说服美国政府改
变这一决定，因为一旦对华为禁运芯片，不仅
将把高达80亿美元的市场拱手让给竞争对
手，还会进一步阻碍美国5G领域的发展，并
最终破坏美国自身的利益。

在全球化时代，充当“现代海盗”、搞贸易
霸凌，不仅无法获利，反而会让国际社会认清
美国出尔反尔、肆意施压、大搞保护主义的真
实面目，必将招致多国反制。美国现政府任
性挥舞贸易制裁大棒，迟早会遭到美国国内
消费者、制造业企业和相关下游企业的强烈
反对，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加为关税再次翻脸为哪般
□ 禹 洋

日本政府日前正式宣布，为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将逐步削减国内老旧煤发电机组，争
取到2030年削减煤炭发电量90%。为此，
日本政府组织专家会议研究具体裁减措施。

液化天然气发电、煤电、核电是日本三大
主力能源。但是，煤电设备大量排放二氧化
碳是影响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
《巴黎协定》规定了各国为保护地球环境减排
目标，但煤电项目仍是日本重要能源之一。
特别是2011年东日本“3·11”大地震导致福
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一度停止所有核电站
运行，恢复并启用煤电设备。同时，由于国际
煤炭价格下降，进口资源充足，一些能源企业
为降低成本保持了煤电设备全负荷运行。截
至 2018 年，日本煤电占到全部电力的
32%。虽然新建煤电设备热效能使用率较
高，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
老设备减少20%至30%，但煤电装置使用周
期长，日本现有设备中大部分属于中小规模

的低效能电厂。
日本政府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在能

源总量中设定煤电最高限量，同时对尽快
启动为废除老旧煤电项目企业提供相应补
助金。这意味着日本政府不会完全废除煤
炭发电项目，而是继续将煤电作为重要的
电力能源之一，重点废除低效电站、保留并
发展高效煤电项目，其目标是将煤电占比
从目前32%调整至26%左右。

据统计，日本国内现有140座煤电设
备，有114座属于低效老旧设备，且机组规
模较小。为达到煤电减量90%的目标，需
要废除约100套煤电机组。

同时，日本政府为减少煤电设备出口
改善国际形象，提出了严格的设备标准和
对出口对象国融资新条件。不仅要求新出

口设备燃料效率达到43%以上，还要求有关
国家制定减排方案，方可获得日本政府的煤
电项目融资贷款。由于煤电成本低，目前一
些发展中国家对煤电机组仍有需求。日本是
七国集团（G7）中唯一仍在出口煤电设备的
国家。

日本政府是在国际社会和国内金融界压
力下开始重视减排的。在去年《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会议上，日本
政府因未提出具体减排方案受到国际社会广
泛批评，还被国际环保组织授予包含讽刺意
味的“煤炭奖”。因此，日本三大主要民间银
行均宣布停止向煤电项目贷款。日本内阁官
房长官菅义伟称：“减排是世界潮流，日本将
认真研究实现减排的手段和步骤。”

2016年《巴黎协定》生效后，国际社会减

排进度明显。法国、英国、德国分别宣布到
2022年、2025年、2038年彻底停用煤电。中
国政府预计在2030年煤电占比降至50%以
下，并将可再生能源作为主力能源。日本政
府2018年出台的第5次“能源基本规划”中
也要求逐步压缩低效煤电设备，提升煤炭热
效能，并在2021年计划制定新能源基本规
划，将提出更具体减排目标和步骤。

尽管日本政府下决心减少碳排放，但如
何确保电力稳定供应是日本社会的重大课
题。目前，冲绳、北海道等偏远地区低效煤电
设备最多，煤电减停后如何保障能源稳定供
应成为重点。此外，日本仍将核电作为重要
能源支柱之一，但福岛核电事故后日本提高
了核电安全标准，大部分核电站因安全不达
标而未启动。目前，33座计划留用的核电站
中只有9座运转发电。因此，今后加大发展
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利用将成为日本
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日本政府曾提出到
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提升到
22%至24%。但是，到2018年底实际占比仅
为17%。因此，可再生能源建设将成为今后
日本能源发展重点。

煤电仍然占据32% 可再生能源成重点

日本节能减排任重道远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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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失业率6月份

持续下降

本报讯 记者赖毅报道：俄罗斯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2020年7月28日至8月3日，俄罗斯通货膨胀率
为0%，这也是俄罗斯物价水平连续3周保持零增长。

7月28日以来的一周，俄罗斯糖类、羊肉价格上涨0.8%，
在食品类中涨幅第一。猪肉、小麦面包价格上涨0.2%，牛奶
价格下降0.3%。水果和蔬菜价格平均下降2.3%，其中西红
柿价格下降5.3%，土豆价格下降5.2%，洋葱价格下降3.7%，
黄瓜价格下降3%。非食品类商品中，进口汽车价格上涨
0.4%，汽油价格上涨0.1%，电视价格下降0.1%。

为应对市场不确定性挑战，俄罗斯经济部门采取了诸多
措施。为减轻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国内需求萎靡，俄罗斯央
行年内4次下调基准利率，7月25日将其下调至4.25%的历
史低点，以释放国内企业经营活力。石油价格近期大幅震荡，
俄罗斯央行果断使用货币手段，多次实施公开市场操作保持
卢布汇率稳定。为保证国内粮食产品供应、稳定粮食价格，俄
罗斯政府3月31日决定对多种粮食实施出口配额制，配额总
量为700万吨。这一措施限制小麦、黑麦、大麦和玉米出口欧
亚经济联盟以外的国家。

从2020年初至今俄罗斯通胀水平达到3%，俄罗斯央行
预计2020年全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可控制在3.8%至4.8%的
较低水平。

俄罗斯物价水平

保持稳定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卞晨光报道：印尼中央统计局近日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印尼
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32％，创下了最
近20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降幅最大纪录。

印尼中央统计局局长苏哈里延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使印尼卫生与经济社会产生“多米诺骨牌”
效应，由此带来的影响已经冲击到印尼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
家庭、中小微企业以及大型国有公司。虽然政府已经采取了
各种控制疫情扩散措施，颁布拯救经济政策，但疫情仍然导致
消费和投资下降。

数据显示，在今年第二季度，国民经济的17个主要产业
中，只有7个产业仍在缓慢增长，其中通信与信息服务业增长
了10.88%，业绩最好；卫生保健增长了3.71%；住房和家用设
备增长了2.36%；教育则增长了2.02%。衰退最严重的是汽
车行业，产值大幅下降了34.12%；其次是机电设备，产值下降
了26.09%；由于疫情期间铁路、海运和空运的乘客人数相对
较少，运输服务业也下降了15.33%。

印尼经济统筹部部长艾朗卡表示，目前政府已成立了国
家经济复苏与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委员会，将通过加强政府采
购来促进和落实国家经济复苏计划，提高国民的购买能力，从
而推动今年第三和第四季度经济复苏。

印尼今年第二季度

经济下滑5.32%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
坡总理李显龙9日发表国情献词时呼吁，新
加坡人须为经济挑战做好准备，以应付严重
的经济衰退。

新加坡9日举行国庆庆典，庆祝独立55
周年。李显龙总理通过电视、电台和网络媒
体发表“排除万难 迎向光明”国庆献词指出，
政府在艰难时期举行庆典，就是要展现全国
人民排除万难、迎向光明的决心，表达对抗疫
前线英雄们的致敬，号召国民要为未来新冠
肺炎疫情持续一段时间，乃至反弹和越来越
严重的经济衰退做好各方面准备，期望每一
位国民都能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官方特意安排参
加飞行表演的战斗机群飞越8家医院上空，
以向医护人员致敬；海上舰队敬礼仪式在暌
违20年后再次亮相，来自海军部队、警察海
岸卫队、民防部队和海事及港务管理局的

13艘各类型和用途船舰参与其中；由装
甲车、豹式坦克等组成的机动队伍延长游
行路线，首次兵分五路开入全岛东南西北
各个邻里；万众瞩目的国庆烟花汇演第
一次分散在10个地点举行，让多数居民
不用出家门就能欣赏到五彩缤纷的烟
花；为超过105万户家庭发放国庆礼包；
等等。

为防止人群大量聚集造成疫情扩散，
新加坡今年的国庆庆祝活动安排与往年有
较大调整。没有举办国庆群众大会，总理
的国庆演说被安排到8月24日国会开会
时发表；传统的户外现场庆典活动被放到
星宇表演艺术中心，首次以全国直播方式
庆祝；庆国庆，唱国歌，是每年国庆庆典的
必要环节，今年首次在唱国歌的同时鸣警
报警醒国民；居民社区的庆祝活动从演出
场地转移到网络空间举办。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法国劳工部近日发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在法国全国就业中心注册的A类求职
者（即完全没有任何职业活动的求职者）人数下降了约20.47
万人，环比下降4.6%，下降趋势与5月份趋同，但整体失业率
仍处高位，除马约特岛外，全法A类失业人数达422万人。

法国媒体认为，法国失业人数在3月份至4月份急剧增
长后，从5月份起出现下降趋势，并在近期继续保持。此次A
类求职者人数下降趋势与法国政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推出的系列刺激与扶持政策相关，但也部分与该类求职者面
对经济困境转向其他领域工作及国内经济活动放缓相关，显
示疫情对国内经济与就业的影响依然存在。

法国劳工部认为，尽管法国就业形势出现好转迹象，但复
苏势头仍无法抵消疫情期间的失业率。据统计，法国失业率
在3月份至4月份疫情最为严重期间分别增长了7.1%和
22.6%。另据统计，法国全类型求职者在今年一季度增加了
6.7%，其规模到6月底达615.7万人，整体就业形势依然不容
乐观。

新加坡总理呼吁为经济挑战做好准备

本报河内电 记者赵青报道：近日，世界
银行与越南国家银行签署了总额为620万美
元的无偿援助协议，这笔无偿援助资金将用
于提高越南新冠肺炎疫情监测和病毒检测能
力、疫苗和病毒检测试剂盒研发能力及抗疫
宣传能力。

世行表示，越南疫情快速变化，这项无
偿援助不仅能够帮助越南政府快速监测和应

对疫情，而且还有助于建立一个坚实、有
能力应对未来紧急卫生事件的医疗卫生
系统。

据介绍，此项援助资金将为越南全国
各地医院和省级疾控中心约200个新冠病
毒检测实验室提供帮助，并提高疫苗和生
物制品研究中心疫苗研发及快速检测诊断
能力。

世行为越南抗疫提供无偿援助

8月9日，2020年越南国家高中毕业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
在疫情下拉开帷幕，全国86万余名考生参加。图为佩戴口罩
的考生们参加考试。 （新华社发）

越南高考在疫情下展开

8月9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
冠肺炎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
已超过500万例。图为日前戴口罩的行人从纽约时
报广场走过。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美国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超5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