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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新华每日电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 14 日签署行政备
忘录，授权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审查所谓
的“中国贸易行为”，包括中国在技术转
让等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获授权后，莱
特希泽可能按照美国《 1974 年贸易法》
第 301 条，对中国发起所谓的“301 调
查”。

专家解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
曾频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贸易伙伴
发起“301 调查”。时移世易，在中美利益
交融日深的今天，双方已形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合作格局，经贸关
系韧性也越来越强，“301 调查”这种过
时的单边主义举措对双方无益，不会撼
动双边合作大局。

新闻事实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
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动用所
有可用的政策选项，以确保“公平和对等
的贸易规则”。

分析人士称，莱特希泽可能会对中
国发起“301 调查”。这一法律工具授权
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不合理”或“不
公平”的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
结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加征关税、限
制进口等单边制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立刻启
动相关具体调查，也不意味着一定会出
台针对中国的制裁措施。美国官员先前说，美方如果决定发
起“301 调查”，将首先与中方进行磋商，相关磋商预计将持
续一年或一年半时间。

深度分析

有美国专家指出，这种单边主义举措只是“政治上的权
宜之策”，无益于解决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也将伤及美国
的国际形象。

前白宫贸易顾问、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理查·鲍恩说，美国应寻求通过世贸组织规则而非
“301 调查”等过时的单边制裁工具来解决贸易争端，“虽然
没有正式协议要求美国必须停止使用‘301 调查’，但对美国
来说确实不必再度使用这项法律条款，因为世贸组织已拥
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在全球化和国际合作日益密切的形势下，鲍恩认为，当
今世界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不相同，“301 调查”工具已
然过时。

前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警告，过去数十年，历
届美国政府都要求其他国家遵守全球贸易规则，如果特朗
普政府开始绕开世贸组织而采取“老掉牙”的单边制裁措
施，其他国家将可对美国展开合法报复，甚至效仿美国采取
单边举措，瓦解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

相关评论

中美经贸关系今非昔比，已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
推进器。过去 30 多年，中美贸易额增长了 200 多倍，去年双
边贸易额已超过 5500 亿美元，截至去年年底双向投资累计
超过 1700 亿美元。

如今，中美经贸关系已发展成为多层次、多维度的成熟
关系，具备了极强的韧性，足以抵御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中
美各层级之间的双向交流和深化沟通，缓冲冲突的机制性联
系增多，务实双边和多边合作强化，都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
“韧性之源”。虽然面临一些新挑战和风险，但不必担心中美
经贸关系的整体走势，中美合作大局有其必然性和趋势性。

相关链接

实际上，“301 调查”对中国来说并非新鲜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曾频繁对包括中国、日本在内

的多个贸易伙伴发起“301 调查”。但 1995 年世贸组织成立
后，美国政府就很少使用这一过时的调查工具，而更倾向于
直接在世贸组织向其他国家提出贸易诉讼。

2004 年，美国劳联-产联曾提起针对中国劳工权利和
劳工标准的“301 调查”申请，但最终被美国政府否决；2010
年 10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应美钢铁工人联合会
申请，启动对华清洁能源有关政策和措施的“301 调查”。

(记者金旼旼、高攀、闫洁，编辑朱超、周喆)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美
国
﹃3

0
1

调
查
﹄伤
害
到
底
有
多
大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8 月 15 日电(记者赵熙、李百顺、周晓
雄)“长期以来，在西方国家媒体眼中非洲只有贫穷和战乱，然
而，中国媒体客观准确的对非报道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肯
尼亚《旗帜报》主编加萨拉说。

在 14 日于约翰内斯堡举办的中非媒体对话会上，来自非
洲 20 多家主流媒体机构的 20 余名代表围绕“心心相印，携手
同行”的主题展开讨论。11 个非洲国家的媒体代表一致认为，
中国媒体对非报道推动了非洲提升国际形象进程，非中媒体交
流合作规模将更大、频率将更高、内容上也将更加丰富多彩。

加萨拉说，以肯尼亚为例，中国媒体在内罗毕有很多非洲
本地记者，通过非洲人自己讲述非洲故事，极大推动了非中媒
体间的合作共赢。中国在推动非洲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并以更加积极和正面的角度对非洲展开新闻报道。

南非独立传媒集团代表、独立传媒集团豪滕省执行主编里
奇高度评价了长期以来中国在南非及非洲作出的努力。他说，中
国和南非是金砖伙伴，两国媒体应该着重讲述金砖机制与经济
发展、就业和中小企业创业的故事，为金砖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在

国际社会发声。
津巴布韦《先驱报》主编曼兹万维科表示，非洲国家只有

同中国合作才能获得双赢，非洲媒体需要学习中国媒体的报
道方式，以助力政府制定发展政策。

她赞扬中国为非洲媒体从业人员提供的培训项目以及为
改善非洲信息技术所作出的努力，并建议非中双方投入更多
资源相互开展新闻报道，同时在非洲高校的新闻专业进行汉
语课程的普及。

赞比亚《每日邮报》主编克纳于玛表示，非中人民间增进理
解得益于双方媒体交流合作内容不断深化、对象日益多元及领
域持续扩展。克纳于玛说，赞比亚的社交媒体近年来发展很快，
急需更多新闻素材，这为赞中媒体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

加纳《发现者报》总编达尔科提出，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进一
步发展依赖于在非洲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这需要非洲记者有
专业实力阐释非中关系。他建议，中国应持续开展提升非洲记
者专业素养的培训，关注金融、矿业及农业领域的新闻报道。

坦桑尼亚《卫报》主编托马斯介绍说，中国在坦桑尼亚的

形象是积极正面的，这源于两国媒体对中国在坦桑尼亚进行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等方面进行了全面
报道。

尼日利亚《太阳报》记者科拉说，新华通讯社、中国中央电
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非洲的新闻落地成效显著，非洲
民众对中国媒体的现场报道非常喜爱，因为中国媒体着力于
宣传非洲发展成就。

卢旺达《新时代报》主编塔桑巴建议，东非的区域一体化
项目正蓬勃开展，比如连接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与卢
旺达、布隆迪和刚果(金)的铁路项目。非中媒体需要通力合
作，积极准确地报道这些进展。

本次对话会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新华通讯社
及南非独立传媒集团共同承办，包括“相知相通”“通力合作”
及“携手未来”三个分议题。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
卫民、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阮
平、中国驻非媒体及 11 个非洲国家的 20 多家主流媒体代表
共 40 余人参加了活动。

11 个非洲国家的媒体代表一致认为

中国媒体助力非洲提升国际形象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记者柳丝)“我们是谁？”十多年
前，带着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认同危机感，“文明冲突论”的提
出者塞缪尔·亨廷顿对美国人的身份发出了这样一问。亨廷顿
对其他人种和群体冲击美国文化和“美国信念”的那种白人心
态，似乎一语成谶。

近日，在美国“开国三杰”托马斯·杰斐逊的家乡——— 弗吉
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爆发了 10 年来最大的白人至上主义游
行。游行最终演化成暴力骚乱。当地时间 14 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发表声明，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三 K 党、新纳粹以及其他
“仇恨组织”为“罪犯和暴徒”，“令人厌恶”。

特朗普执政的试金石

有人说，弗吉尼亚骚乱与特朗普现象，其背后都有一种白
人危机的心态。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联想？一个原因是，特朗普的支持票
中，白人危机感赫然。

对于特朗普的主体支持者，媒体形象地冠之以“老-白-
男”的称号，而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胜选则是在某种程度上
巧妙利用了白人对身份衰落的恐惧以及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
不满。

这一结论体现在一些具体数据中。美国统计局今年早些
时候正式公布了 2016 年总统选举的投票数据，自 1980 年以
来非西裔的黑人选民比例首次减少。在参加总统选举投票的
选民中，非西裔白人超过 70%，其中近六成投给特朗普；其他
族裔占不到 30%，其中投给特朗普的比例远远低于投给民主
党候选人希拉里的比例，且差距较大。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特朗普本身跟白人至上主义根本不
沾边，其胜选也绝非白人至上主义的胜利。他对白人至上主义
极端暴力的谴责言辞鲜明、强烈。

弗吉尼亚骚乱被广泛认为是特朗普执政的又一个试金
石。然而，骚乱背后，美国社会、种族意见的极化加剧与矛盾对
立深重，却并不是总统发话就可以根除的。

是什么催生了白人至上主义

同样要指出的是，并不是特朗普当选及执政后才催生了
白人至上主义。

一方面，全球化、科技进步以及金融危机的三重作用下，
衰退的美国制造业“铁锈地带”集中了大量的白人蓝领，中产
阶级相对收入下降，于是种族和移民成为一系列经济问题的
发泄出口。如《怨恨政治》作者、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政治学
教授凯瑟琳·克雷默所指出，当今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
城市和乡村严重分化，对于很多锈带区的白人蓝领而言，种族
主义倾向和经济焦虑纠缠在一起。

另一方面，白人人口比例多年来加速下降，且老龄化问题
严重，预计到 2050 年少数族裔将全面赶超白人人口数量，非
西裔白人身份危机感上升。这些因素都催生了白人至上主义
的迅猛抬头。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白人至上主义尤为活跃，一些现
象在表明，种族隔阂与极化心态正在从隐性演进为显性，突出
表现为传统白人、老移民群体，与黑人、拉美裔和新移民之间
的斗争。

无论是白人极端者针对少数族裔的暴力事件，还是黑人
群体频繁的反种族歧视游行，或是亚裔联合起来反对招生歧
视等等，种族矛盾近些年来一直在加剧。这也难怪美国媒体将
“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列为 2016 年年度热词。

此外，种族主义长期以来被奉为“政治正确”的禁忌话题，
而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打破这种“政治正确”。美利坚大
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指出，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了美国一些政策的“矫枉过正”。如为照顾少数族裔而
实施的教育平权，让白人感到空间受挤压，以至于出现反弹。
此外，如今政府出台的穆斯林旅行禁令、移民改革等政策，在
客观上放大了白人的这种心态。

骚乱是社会撕裂的高潮还是预演？

弗吉尼亚骚乱，不是个案，而是美国“身份政治”矛盾的缩
影之一。

去年 6 月，美国加州反移民的白人至上主义右翼团体在
集会时与反对者发生冲突，导致至少 10 人受伤。《纽约时
报》今年 2 月统计，全美已经有超过 900 个“仇恨组织”，这一
数字是 1999 年的两倍还多，并且连续两年增长，尤其是反
穆斯林、反黑人、反移民等等极端组织的数量越来越多。

《纽约客》网站 13 日文章预言，弗吉尼亚骚乱，是今后更
多同样悲剧的预演。

赵全胜分析说，首先，骚乱反映出当下“美国分裂”的一个
现状，分裂的不只是内政问题，如奥巴马医改，还包括社会、族
群的分化。

第二，骚乱反映出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问题至今仍未
得到解决，包括纳粹主义等沉渣泛滥，呈现反历史潮流的态
势。

第三，从更深层次来说，围绕少数族裔和白人产生的是
“身份认同”问题。从当年“五月花号”到现在，白人至上主义
者坚持认为其白人传统才是美国建国的底蕴和根源。

在亨廷顿看来，移民(尤其是拉美裔)的涌入、次国家认
同的强化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对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
国文化中核心地位，即白人本土文化构成挑战。

先不论亨廷顿带着怎样深深的“白人文化中心”论调，但
这却能解释如今美国社会的一种深度撕裂。

弗吉尼亚骚乱背后的“白人心态”

近一段时间，中东局势再起波澜：海湾国
家兄弟阋墙，卡特尔断交危机炙灼阿拉伯半
岛；巴以冲突再起，老问题旧怨再添新争；伊
拉克叙利亚反恐虽有进展，恐怖威胁却持续
扩散；也门战火未熄，又遭霍乱肆虐。

中东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也是世界
能源宝库，本应和谐发展，共享繁荣。但长期
以来，西方的劫掠、大国的博弈、宗教的纷争
和恐怖的扩散在中东孳生出动荡、冲突和贫
穷的恶果。战乱、冲突、恐袭、疫病……沉疴不
除，中东地区就难以避免旧痂未愈再流新血
的痛楚。

中东之乱，西方难脱其咎。浓重的私欲和
利己主义，令西方在中东早已丧失公信力。动
荡中东，人心思定，期盼和平与发展，渴望寻
求西方以外的替代方案。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走西方干涉主
义的老路，而是看准了落后与贫穷是中东持续
动荡和恐怖滋生的主要根源，提出解决中东问
题的创新方案，为根治中东沉疴开出新“药方”。

“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
要靠发展。”去年 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中东政策重要演
讲，阐述了中东问题的中国方案，提出了以发
展促和平、在和平中求发展的创新思路，可谓
对症下药，契合中东实际。阿盟前驻华大使穆
罕默德·萨基特发自内心地感叹，“中国作为
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真切关心中东
问题的解决。”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中国借助自身 30 多年来
在扶贫与发展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为解决中东问题提出标
本兼治的创新方案，使中东治乱和发展获得了难得机遇。构建
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
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
+3”中阿合作新格局，赢得阿拉伯国家热烈响应。中方的优势
产能和中东人力资源相结合，为中东国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与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也被一些
中东国家作为有益借鉴。

“一带一路”倡议激活了中阿合作的巨大潜力，各国纷纷拓
宽“向东看”的视野，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接，共同编织互利共赢的
合作伙伴网络。埃及总统塞西表示要将埃及打造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支点，沙特大力推动本国“2030 年愿景”与“一带一路”倡
议相对接，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等多边合作机
制和平台，为中国和中东国家实现互利共赢奠定了基础。

多年战火与纷争让命运多舛的中东发展道路险阻重重，
但中东各国对和平发展的诉求始终强烈。在探索发展的道路
上，充满中国智慧的创新思路和解决之道，为根治中东的沉疴
痼疾提供了新思路，为中东和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了正能量，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大动力。

(记者支林飞)新华社开罗 8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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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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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5 日，在韩国首尔，韩国民众参加和平游行示威。 新华社发（李相浩摄）

韩国民众冒雨抗议部署“萨德”

新华社首尔 8 月 15 日电(记者耿学鹏、姚琪琳)韩国总统
文在寅 15 日呼吁和平应对朝鲜半岛核问题，表示韩方将竭尽
全力阻止朝鲜半岛发生战事。

文在寅当天出席在首尔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光复节 72
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说。他说，无论有多少次挫折反复，朝
鲜半岛核问题都必须和平解决，韩国政府“将竭尽全力”阻止
战争，同时将加大相关外交努力。

文在寅同时表示，没有韩方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允许在朝
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韩国媒体认为，文在寅这一言论似乎意在敦促朝鲜和美

国保持克制。朝鲜和美国近来大打口水仗，轮番释放战争威
胁。韩国官方近来多次表态，强调和平解决半岛问题。

在演说中，文在寅还呼吁朝方停止核导活动，回到谈
判桌前。他说，韩方对朝方的军事会谈大门将“保持开
放”，以避免韩朝军事紧张氛围加剧。

文在寅还再次邀请朝方参加明年在韩国举行的平昌冬
季奥运会，认为这是韩朝双方朝着和平方向迈步的一个“好
机会”。

韩国此前向朝方提议举行韩朝军事会谈和红十字会工
作会谈，但尚未获朝方响应。

文在寅：将尽全力阻止半岛发生战事

据新华社首尔 8 月 15 日电(记者姚琪琳、耿学鹏)8 月 15
日韩国光复节当天，韩国民众在位于首尔的美国驻韩国大使
馆附近举行游行示威，高喊口号要求立即中止部署“萨德”系
统。

当天下午，倾盆大雨并未阻挡韩国民众抗议“萨德”部署的

脚步。活动组织方“8·15 泛国民和平行动”估计，当天约 1 万
人参加了反“萨德”集会。警方则估计集会人数为 6000 人。民
众身披雨衣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示威游
行，高喊“反对‘萨德’”“反对韩美军演”、要求美国从朝鲜半岛
撤离等口号。集会内容不仅反对“萨德”，同时也反美。

如果特朗普政府

开始绕开世贸组织而

采取“老掉牙”的单边

制裁措施 ，其他国家

将可对美国展开合法

报复 ，甚至效仿美国

采取单边举措 ，瓦解

以全球贸易规则为基

础的国际贸易秩序

新华社柏林 8 月 15 日电(记者乔继红)代表德国企业
界的德国工商大会主席埃里克·施魏策尔(中文名史伟哲)
15 日表示，美国和中国一旦爆发贸易战，将导致“多输”，德
国经济也将遭受负面影响。

“一旦爆发贸易战，将只有输家，”史伟哲当天接受德国
媒体采访时说，“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将对
德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史伟哲指出，德国与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都在
1700 亿欧元左右，与两国的贸易之和占德国对外贸易的
15% 以上。美中贸易纠纷势必影响德国对外贸易。

美国总统特朗普 14 日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
代表审查所谓的“中国贸易行为”，包括中国在技术转让等
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这一举动引发各界对美国采取单边
行动损害中美经贸关系、引发贸易战的担忧。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德美经贸摩擦也不断。针对美国政
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史伟哲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
世界贸易规则。“当务之急是加强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以
解决类似争端。”

德国工商大会主席表示

美中贸易纠纷将致“多输”

“ 心 系 中 东 和 平 ”

系 列 述 评 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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