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矛盾1 “脑死亡”抢头条
马克龙：拒绝为该言论道歉

07

2019.12.4
星期三

责
编

王
萌

版
式

罗
梅

校
对

张
晓

观
天
下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土耳其“不合群”
欲购买S-400引发不满

关于土耳其问题，有媒体上周援引
来自北约高层人士的消息称，土耳其拒
绝支持北约旨在强化波罗的海三国以
及波兰防御能力的计划，并试图借机与
北约“做交易”，以换取北约在打击叙北
部库尔德武装问题上的更多支持。

同时，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防
空导弹系统也令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
国大为不满。它们认为该系统无法与
北约武器系统兼容，并且可能帮助俄方
定位和追踪美国与盟国的战机，要求土
耳其放弃购买。但土耳其认定其他国
家无权干涉此事，坚持购买S-400，最
近还出动F-16等军机对S-400进行
了测试。

土耳其总统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
会一名成员2日预期，土耳其“不会太
晚”与俄罗斯签署购买S-400型防空导
弹系统的新合同。

委员会成员伊斯梅尔·萨菲告诉俄
罗斯卫星通讯社，土耳其何时再从俄罗
斯购买S-400“只是技术问题”，购买日
期“不会太晚”。

他说：“土耳其必须得到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这样做不会削弱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御能力，反而增
强它。但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北约，而
是为了强化自身防空系统。”

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总经理
亚历山大·米赫耶夫11月下旬确认，有
望明年上半年与土耳其签署出售
S-400的新合同。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美国政府2日威胁对24亿美
元法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回应
法国数字税。美方拟征税对象包
括法国葡萄酒、手提包、化妆品和
乳酪，税率可能高至100%。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2日
在一份声明中说，“301调查”显示
法国数字服务税“歧视”谷歌、苹
果、脸书和亚马逊等美国互联网巨
头，给美国企业带来“负担”，同时
也不符合现行国际税收政策原则。

他还表示，301调查委员会将
于2020年1月7日就此召开公众
听证会征求意见。另外，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正在考虑对奥地利、意
大利和土耳其的数字服务税启动

“301调查。”
谷歌、苹果等科技公司于20

世纪80年代末发明了一种业内俗
称“双层爱尔兰-荷兰三明治”的避
税策略，即将其在欧洲的部分营业
收入先转移到爱尔兰或荷兰等低
税率国家的分支机构再进行纳
税。长期以来，法国和其他一些欧
洲国家对互联网巨头利用欧盟税
法漏洞避税心存不满。

法国参议院7月批准了一项
向跨国互联网企业征收3%数字服
务税的法规，适用于全球数字业务
年营业收入超过7.5亿欧元（约合
8.4亿美元）和在法国境内年营业

收入超过2500万欧元（约合2814
万美元）的企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7月
10日宣布对法国数字服务税启动

“301调查”。
所谓“301 调查”源自美国

《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该条
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的

“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
调查，并可在调查结束后建议美国
总统实施单边制裁。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3
日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
政府日前宣布拟对法国产品加征
关税“不可接受”，如果美方实施制
裁，欧盟将准备进行还击。

勒梅尔表示，美国政府不应对
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采取此类行
动。法国面向世界各地的企业征
收数字税，是非歧视性措施，旨在

“恢复税务公正”。
“我们必须避免陷入这场冲

突，冲突升级不利于贸易和经济
增长，”他警告说，“一旦美国实施
新的制裁措施，欧盟将进行强烈
还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表示，美
国要立即“恢复”对从巴西和阿根
廷进口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此
举引发巴、阿两国不满，美国股市
也应声下跌。不少美国专家学者

和财经界人士认为美方关税威胁
不仅适得其反，还会伤害市场信心
和各界对于尽快解决贸易争端的
期望。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网站
推特上发文称，巴西和阿根廷让本
国货币大幅贬值，这对美国农民不
利，美方要立即恢复对两国出口美
国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

尽管白宫和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截至发稿时并未正式宣布对
巴、阿两国加征钢铝关税，近年来
对贸易局势愈发敏感的纽约股市
三大指数仍在当日收盘时下跌近
1%，创下一个多月来最大跌幅。

不少学者和财经界人士指出，
美方关税威胁不仅挫伤了人们对
贸易争端缓解的期望，还将给财经
界的信心带来不利影响。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
员戴维·韦塞尔表示，市场一直对
贸易战或将很快结束抱有希望，挥
舞关税大棒或许会取悦总统的支
持者，但会损害市场。

一些企业界人士也对关税威
胁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关税威
胁“突出了贸易领域的不安因素”，
12月形势莫测令人难安，投资者
可能倾向于提前离场，以防年底形
势突变。

据新华社

特朗普竞选活动
不再欢迎彭博社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

选团队2日说，特朗普后续竞选活
动将不再向彭博新闻社记者开放。

彭博新闻社由纽约市前市长
迈克尔·布隆伯格创立，布隆伯格
上月24日正式宣布参加2020年
总统选举。彭博社先前宣布调整
报道方针，不做关联布隆伯格和其
他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的调查报道。

特朗普2020年总统选举的
竞选团队经理布拉德·帕斯凯尔2
日说，彭博社公开表明“偏见”立
场，迫使特朗普竞选团队作出决
定，禁止彭博社记者出席特朗普
后续竞选活动。

彭博社总编辑约翰·米克尔
思韦特回应，帕斯凯尔有关彭博
社的指认失实，彭博社自特朗普
2015年宣布参选总统以来就一
直以“公正、不带偏见”的方式报
道，并将继续这么做。

彭博社1990年以收集金融
信息起家，业务后续扩展至政治
法律领域。这家通讯社目前提供
视频、音频、杂志等多种形式的新
闻产品。

按彭博社说法，虽然它不做
关联布隆伯格和其他民主党总统
竞选人的调查报道，但将发布或
概括报道其他新闻机构所作调查
报道。 据新华社

乌克兰总统否认
与特朗普利益交换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
连斯基2日再次否认他与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就军事援助利
益交换。

德国《明镜》周刊2日刊发对
泽连斯基的采访。泽连斯基说，
他没有对特朗普说过类似“你给
我这个，我给你那个”的话。

泽连斯基7月25日与特朗普
通电话，时长半小时。美国情报
部门官员举报，特朗普通话时以
大约4亿美元军事援助为筹码，
要求乌方调查美国前副总统乔·
拜登和他儿子的“黑料”。这次通
话触发美国国会众议院启动针对
特朗普的弹劾调查。民主党人指
认特朗普滥用职权、寻求外国势
力干预明年总统选举、损害国家
安全利益。

泽连斯基说，他“完全不理
解”美国国会多场听证会所提指
认，“不愿意留下我们（乌克兰人）
是乞丐的印象”。

泽连斯基9月出席联合国大
会期间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谈
及他与特朗普7月的通话，说他
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统，没有人
可以向他施压。 据新华社

世卫组织
警告消除麻疹受挫

世界卫生组织3日警告，太
平洋岛国萨摩亚麻疹疫情导致数
十名儿童死亡，可能致使全球消
除麻疹的努力“倒退”。

萨摩亚政府2日说，自10月
中旬麻疹疫情暴发以来，已有55
人死于这种流行病，其中50人是
4岁及以下儿童。在之前24小时
内，麻疹新增病例153例，18名婴
儿病情严重，这次疫情蔓延仍未
呈现放缓迹象，应急措施收效甚
微。迄今，在这个人口20万人的
岛国，已有3881人感染麻疹。

世卫组织驻萨摩亚工作人员
何塞·哈甘说，“这可能是我们所认
知的最具传染性的疾病”，“不幸的
是，这次致死率远高于人们认知”。

哈甘说，过去20年，通过持续
努力提高疫苗接种率，2100万人
的生命获得挽救，然后“我们遭遇
倒退，全球所有区域都发生麻疹疫
情，导致病毒通过国际旅行传播”。

按世卫组织记录，欧洲麻疹
病例猛增。今年8月，英国、希腊、
捷克和阿尔巴尼亚等消灭麻疹的
国家都出现新病例。 据新华社

讨军费
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

防务支出不达标，把重担推到美
方肩头。特朗普不断敲打其他

“伙伴”，要求削减美国在北约的
军费开支，降低美国承担北约直
接预算的比例。

70岁
北约将于 12 月 3 日至 4 日在伦敦举行峰

会。今年是该组织成立70周年，根据峰会安排，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回顾该组织成立70年来取
得的成绩，商讨北约如何应对新挑战，并确定未
来发展方向。然而峰会前夕北约内部多重矛盾
凸显，给此次峰会蒙上阴影。

“脑死亡”
法国总统马克龙抛出“北约脑死

亡”观点，批评美国带错节奏、北约内
部缺乏战略协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在电视转播讲话中说：“我现在告诉
马克龙，首先去检查一下你是不是脑
死亡了。”

“脑死亡”阴影下
北约70岁生日不好过

北约矛盾重重，峰会蒙上阴影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
3 日在英国伦敦开幕。北
约成员国之间的诸多分
歧，让这次本来是纪念北

约成立70周年的聚会，难以形成热烈
的气氛。许多欧美媒体认为，不让争
吵主导这次峰会，恐怕就很不容易。

70岁，本应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的年龄，然而如今的北约，内部不和，前
途迷茫，似乎越来越“找不着北”。

各方裂痕清晰可见。美国总统特
朗普大念要求其他北约成员国增加军
费的“紧箍咒”；法国总统马克龙抛出“北
约脑死亡”观点，批评美国带错节奏、北约
内部缺乏战略协调；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认
为马克龙言过其实；被马克龙认为对“北
约脑死亡”有责任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更直接强硬回怼马克龙。

尽管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努
力施展外交手段，设法掩饰分歧，但美
欧之间、德法之间、法土之间此起彼伏
的争吵，令北约内部矛盾日益公开
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跨大西洋的
裂痕已不是换个美国总统就能解决
的，有可能长期持续。

这次峰会议题不少。
按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

说法，伦敦峰会上，北约成员国领导人
将就如何让北约更适应世界新形势等
问题做出决定，认可太空为新作战领
域，更新北约反恐计划，并讨论俄罗
斯、军备控制等相关议题。

但在峰会开幕前，法国总统马克
龙一番言论抢了“头条”。

他在 11月初接受英国《经济学
人》杂志专访时称，北约内部缺乏战略
协调，正在经历“脑死亡”。这番言论
直指美国和土耳其。

11月28日，他再次提及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经历“脑死亡”，说不会就这
一说法引发“歧义”道歉，因为北约需
要“警钟”。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首都巴黎会晤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两人
稍后出席联合记者会。

马克龙告诉记者，北约面临一系
列问题，成员却为预算和技术事务争
吵不休，这种做法“不负责任”。

马克龙说，北约有待解决的问题
包括如何保障欧洲地区安全、如何应
对美俄《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的局面、
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关系以及如何应
对土耳其越境打击叙利亚库尔德人
武装。

他特别提及，“谁是敌人”？在他
看来，北约如今的敌人不是俄罗斯或
其他国家，而是“恐怖主义”。“俄罗斯
缺席对话能让欧洲大陆变得更安全？
我认为不是这样。”

“所以我说，这些问题获得解决以
前，我们不要再磋商分摊费用或分担
责任，”马克龙说，“我们可能需要警
钟。我很高兴它已经敲响。”

他说，现在大家开始思考北约的
“战略目标”，“所以我绝对不会为消除
（‘脑死亡’一说的）歧义道歉。”

北约成立70年来，美国一直在其
集体防御机制中充当“领头羊”。但美
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后发表“北约过时”
论，并反复敦促北约其他成员国增加
军费，在伊朗核协议、《中导条约》等问

题上也与欧洲盟友产生分歧。马克龙
指责特朗普是“第一个”与欧洲盟友

“想法格格不入”的美国总统。
土耳其今年10月在叙利亚北部

地区展开地面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
武装，遭到法国等一些北约成员国反
对。马克龙批评土耳其“在对我们利
益攸关的地区未经协调发动进攻”。

马克龙上述言论不仅遭到土耳其
“回怼”，众多北约成员国和欧盟官员
也发声为北约站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电视转播
讲话中说：“我现在告诉法国总统埃马
纽埃尔·马克龙，而且我将在北约这么
说，首先去检查一下你是不是脑死亡
了。”

法国外交部11月29日召见土耳
其大使，就土耳其总统作出“不可接
受”言论，要求土方“给个说法”。

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以“脑死
亡”这一刺激性词语形容北约，不论是
否得到其他成员国认同，都凸显了当
前北约内部矛盾重重的现状。

长期以来，欧美在军费开支等议
题上的争议冲击着北约的团结。

在马克龙提到的与美国有关的问
题中，军费支出是近年来威胁北约团
结的一个主要问题。北约成员国
2014年同意，10年内将各自防务支出
增加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的水

平，但德法等不少国家在这一问题上
进展缓慢，引发特朗普不满。特朗普
不断敲打这些国家，要求削减美国在
北约的军费开支，降低美国承担北约
直接预算的比例。

11月中旬，默克尔终于承诺，德国
将在本世纪30年代初把国防预算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4%逐步提升至
2%，履行北约成员国的承诺。不过这
一表态能否使特朗普满意还不得而知。

在此前有关北约军费分摊机制的
谈判中，法国认定自身所做贡献已超
出其在北约应承担的份额，一直不同
意承担更多。

再舞关税大棒？
美国威胁对24亿美元法国商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表示，美国要立即“恢复”对从巴西和阿根廷进口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引发各界不安

特朗普讨军费
分歧多多弥合不易

矛盾2

矛盾3

12月3日，在英国伦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