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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议长联合访华传递哪些信号
□新华社记者 李骥志 郭明芳 郭群 付
一鸣 梁有昶
北欧和波罗的海七国议长 7 日至
13 日首次联合访华。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七国议会领
导人联合访华，是北欧和波罗的海国
家集体同中国开展高层交往的一种新
形式，标志着双方政治互信和各领域
交流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创举来之不易
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芬兰、挪威、
冰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议
长和瑞典第一副议长。这次访问既有
高规格的会见、会谈，又有深入民间的
参观和交流。
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国小民寡，
但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体量可
观。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议长设有联
合出访机制。
分析人士指出，
对于中国与北欧和
波罗的海国家的交往来说，
此次七国议
会领导人联合访华是一次重要创新，
也
表明了双方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
瑞典议会对华友好协会主席、执
政党社民党资深议员肯特·哈尔斯泰
特说，北欧与波罗的海国家议长联合
访华，具有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整
体代表性，意义积极而重大。
中国驻芬兰大使陈立告诉记者，
此次联合访华并非一蹴而就，双方都
付出了不懈努力，才将美好愿望变成
了实际行动。
芬兰议会外事局负责国际合作事
务的卡里·萨洛对记者说，虽然北欧与
波罗的海国家的议长曾不定期联合出
访，但这种方式并不常用。萨洛认为，

对于一国议长来说，日程安排非常紧
张，能够抽出一周时间联合访问中国，
七位议长可以说是
“下了很大血本”。

目光聚焦中国
分析人士认为，七国议长努力取
得协同，实现联合访华，传递出四大信
号。
一是中国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
的互信达到新高度。陈立说，北欧一
些国家的议长素有联合访华意愿，近
期区域各国对华友好合作态势达到历
史新水平，联合访华时机成熟。中国
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虽然社会制度
不同，但可以开诚布公、平等交流、包
容互鉴。
二是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急需深
入了解中国。中国近年来经济社会发
展之快，不仅让西方社会改变了对中
国的固有印象，也吸引更多有识之士
去了解中国。
拉脱维亚议会拉中友好小组主席
谢尔盖·波塔普金告诉记者，中国的发
展拉脱维亚有目共睹，
“ 我们可以从中
国学会很多东西，这将给拉脱维亚带
来巨大好处”
。
三是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华经
济合作诉求强烈。分析人士认为，此
次访华的议长乃至其所在国议会和决
策层，都或多或少希望进一步开拓对
华合作商机。
立陶宛经济部企业署署长代娜·
克莱波内说，北欧与波罗的海三国联
系密切，还是欧盟市场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立陶宛可以成为中国进入欧
洲和独联体国家的门户。
四是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抱团取

暖、外向发力明显。自难民危机和英
国决定“脱欧”以来，欧洲一体化面临
空前困境，一些地理相邻、发展理念和
经济水平相近的国家开始加强协同，
同时扩大对外交往，拓展发展空间。
而中国无疑是这些国家外向发力的重
要目标国。

深化交流合作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北欧和波罗
的海国家议长联合访华对进一步深化
中国同上述国家的立法机构交流和各
领域合作，促进中欧关系全面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立法机构的交往与合作，是推动
各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渠道。波塔普
金说，近年来，拉脱维亚议员们不断呼
吁增加驻华外交人员、增加颁发签证
数量，取得显著成效。驻京使馆工作
人员数量翻番，签证中心也大大增加，
议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挪威议长托马森说，当前一些重
大的地区和国际问题发展变化快，如
乌克兰局势、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北极
问题等，这次访华有助于北欧国家与
中国在重要国际事务上进行更紧密的
协调。
哈尔斯泰特说：
“ 中国的国际影响
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
等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受到国际社会
广泛赞誉。北欧国家愿意寻求与中国
在更多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陈立说，中国在开展与欧盟合作
的同时，也可以开展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合作，开展中国与北欧国家合作，这
些多层次的交流平台都是对中欧合作
框架的有益补充。

特朗普举动异于先前是否表示他
“回心转意”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记者 郑
授刁大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昊宁 韩梁）确定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同
美国所学者孙成昊认定，特朗普对全
意“有条件”重返《巴黎协定》、愿意视
球化的态度没有实质性改变。
“合适时机和条件”与朝鲜对话……美
依照他们的判断，现任美国政府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来举动频频。 的外交政策并非绝对的“孤立主义”或
这些举动，异于先前政策，是否表
简单的“反全球化”；特朗普着眼于“让
明特朗普“回心转意”？专家推断，其
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全球化”，实质仍是
实 没 有 变 。 这 名 美 国 总 统 依 然 奉 行 “美国优先”
。
“美国优先”，希望实现美国利益最大
多边舞台与
“美国存在”
化、投入最小化。
“就《巴黎协定》，特朗普的话延续
全球化与
“美国优先”
了他去年宣布退出时的理由，只是用
自前年竞选总统以来，特朗普多
相对积极的表述‘反过来’又说了一
次批评全球化“不公平”、占美国“便
遍，”刁大明解释，
“ 特朗普向全世界
宜”。他就任总统将近一年来，美国退 ‘喊话’的目的，首先还是要求各国更
出多个多边组织和国际协定，包括应
多关注美国利益。
”
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涉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即以
所以，白宫 9 日确认总统将出席瑞
全球合作为主题的国际交流场合，刁
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特朗普 10 日
大明说：
“ 特朗普出席活动毫无成本，
谈及美国可能重返《巴黎协定》，让不
却保持了美国的存在。他不排斥为宣
少人嘀咕“没想到”
。
扬‘美国优先’而出现在更多场合，以
瑞士达沃斯洲际酒店。
（新华/路
保持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
透）值得注意的是，白宫发言人说，总
论及特朗普治下美国与朝鲜对话
统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目的是“向全球
的可能性，孙成昊认为，朝鲜半岛局势
各国领导人介绍‘美国优先’政策议
与世界经济论坛和《巴黎协定》几乎没
程”；同样，就重返《巴黎协定》，特朗普
有关联。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强调有“前提”，即遵从美国的意愿，重
陈定定认同，即这些事件相对孤立，尤
新达成“公平”的协议。
其是朝鲜半岛局势，一次表态无法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
明趋势性改变。

刁大明说，随着平昌冬季奥运会
临近，朝鲜半岛局势迎来难得机遇，特
朗普“顺水推舟”，但所谓“极限施压”
策略并无改变。
深度交织与
“美国独行”
今年达沃斯论坛定于 23 日至 26 日
举行，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合
作”。德新社报道，论坛主题与现任美
国政府偏向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境和
安全领域政策调整形成反差。
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织
之际，部分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
和孤立主义抬头。针对逆全球化思
潮，达沃斯论坛组织者曾在官网上发
出警告：只寻求本国利益的政治主张
呈现
“死灰复燃”
之势。
刁大明说，
“ 美国优先”其实与全
球化进程在某些方面不冲突，
“ 只不过
特朗普希望实现的是美国利益最大
化、投入最小化”
。
“特朗普对美国经济等方面所作调
整有两大症结，
首先是这种调整与全球
发展步伐
‘不同步’
，
是
‘独行’
式调整，
”
刁大明指出，
“其次，
他希望重现美国
‘一
家独大’
式的繁荣，
调整目标定得过高。
”
“时代不同了，这种调整注定有弊
病，”他说，
“美国频频‘退群’无法终止
全球化潮流。
”

1 月 10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
县蒙特西托，
房屋被泥石流毁坏。
美国加州消防部门 11 日说，冬季风暴所
引发的泥石流已造成至少 17 人死亡，8 人失
踪。
新华社发

美将在伊核协议之外

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1 日电（记者 朱东阳
刘晨）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11 日表示，美国将
在伊核协议之外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
姆努钦在当天的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
已对伊朗实施过一批制裁，未来将以“侵犯人
权”
等名义出台更多对伊制裁措施。
他说，
美国在伊核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
那就是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不足以限制伊朗的弹
道导弹活动，
因此需要修改这一协议的内容。
一同出席记者会的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表
示，美国认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缺陷之一是
伊朗可以在此协议下“自由公开地发展核项目
并迅速获得核武器研制能力”
，
白宫将和国会以
及美国盟友开展合作以弥补该协议的
“缺陷”
。
特朗普去年 10 月 13 日宣布，
拒绝向国会证
实伊朗遵守伊核协议。根据相关规定，美国行
政部门每隔 90 天需要向国会提交报告，
评估伊
朗是否履行伊核协议承诺。据报道，特朗普将
于本月 12 日就伊核协议再次发表讲话。外界
普遍关注美国将就伊核协议作出何种表态。

韩国检方

开查李明博“小金库”案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张旌）韩国检
方 11 日说，
针对前总统李明博涉嫌私设秘密基
金一案，
专案组已于当天对涉事公司和相关嫌疑
人住所展开搜查。在这起案件中，
李明博被控犯
有贪污、
逃税、
藏匿犯罪所得以及玩忽职守罪。
涉事公司名为 DAS，总部设在韩国庆尚北
道庆州市，位于首尔东南方向约 371 公里处。
这家公司主要经营汽车零部件，最大股东是李
明博的长兄李相恩。
检方怀疑，这家公司假借他人名义，设立
总额达 120 亿韩元（约合 7304 万元人民币）的
秘密基金，以达到挪用公款和逃税目的。而李
明博被指是这家公司背后的真正老板。
检方曾于 2008 年调查过这起案件，
但当时
认定李明博无罪。去年12月7日，
一家民间组织
和一个律师协会重翻旧案，
状告 DAS 公司幕后
真正老板以及当年负责调查此案的特别委员会。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专案组 11 日前往庆
州市，搜查了 DAS 公司总部、涉案人员办公室
和住所等 10 多处地点。这是专案组成立以来
首次进行搜查取证。按检方说法，调查人员在
这一过程中查获了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