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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记者 沈
敏柳丝）美国总统特朗普 8月 30日再
次批评世界贸易组织（WTO），并威胁
说美国可能退出这一全球多边贸易机
构。

分析人士说，退出世贸组织对美
方而言可谓损人不利己，美方未必是
真想“退群”，而是想要“以退为进”，通
过双边谈判各个击破、持续施压多边
机制以达“美国优先”目的。

新闻事实
特朗普 30 日在白宫接受彭博社

采访时说，如果世贸组织“再不好好表
现”、继续让美国“吃亏”，美国将退出
世贸组织。

特朗普此前已多次批评世贸组织
“对美国不公”。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不止一
次向下属抱怨“美国怎么还留在世贸
组织”，甚至称“其他国家设计（世贸组
织）让美国吃亏”。此外，特朗普 5 月
曾下令拟一份草案，建议美国政府制
定贸易政策时可不顾世贸组织关键规
则，由美国总统根据美方评估结果决
定是否对其他国家征收或修改关税。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7 月初曾表
示，尽管美方认为世贸组织需要改革，
但现在谈论美国退出世贸组织为时尚
早。美方已明确表示世贸组织需要一
些改革，将观望世贸组织改革的结果。

深度分析
退出世贸组织对美国而言可谓

“损人不利己”。美利坚大学学者斯蒂
芬·西尔维亚说，美国消费者将因此面
临物价上涨、选择减少等损失，美国出
口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将被削弱，经济
增长减缓；世贸组织一旦瘫痪也将增
加国家之间陷入剧烈贸易冲突的风
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国际治
理创新研究院院长赵龙跃认为，虽然
特朗普口口声声威胁退出世贸组织，
但未必真想“退群”，而是采取“以退为
进”的一贯策略，想要通过双边谈判各
个击破,再施压多边机制。

比如，美国威胁抛弃已施行 24年
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逼迫墨西哥
和加拿大这两个近邻分别与美国重新
谈判、修订他认为不利于美国的条款，
并先与更依赖美国市场的墨西哥谈成
条件，再施压加拿大“上船”。

赵龙跃分析说，所谓“美国吃亏”
论更是违背事实，世贸组织本身正是
在美国参与下建立，其前身关贸总协
定也是美国主导谈成，美国多年来“熟
练”利用多边贸易机制规则来维护美
国利益。

比如，美国为其自身利益而推动
将世贸组织决策规则修改为“反向协
商一致”，即只要不是所有成员协商一
致反对就视为通过。美国此后提出的
争端案例大多以美国取胜告终。即使
败诉，美国仍可以无视裁决。巴西
2004年打赢对美棉花补贴诉讼，但美

国不完全履行裁决，最终迫使巴西与
其双边谈判，达到美方目的。

他还指出，世贸组织目前面临
一系列严峻危机，包括其重要功能
之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就因美国阻挠
上诉机构法官任命而面临瘫痪危
险。

即时评论
只愿享受游戏规则带来的便利，

却不想履行相应义务，一朝不合己需
便弃之如敝屣，这样的“美国优先”不
过是将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在其他国
家利益之上。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挑战丛
生，离不开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
贸易体制基石，而多边贸易体制需要
坚定支持、遵守规则和积极建设的成
员。

希望美方用实际行动尊重和遵守
世贸组织规则，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
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背景链接
世界贸易组织 1995年 1月 1日正

式开始运作，前身是 1947年订立的关
税及贸易总协定，现有成员 164个，总
部设在日内瓦。世贸组织的目标是建
立一个完整的、更具活力的和永久性
的多边贸易体制。

世贸组织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近期以来，包括调高关税、限制配
额和严格海关管理等在内的贸易限制
措施数量有所增加。

新华社东京9月1日电（记者 王
可佳）日本防卫省8月31日宣布，将为
2019财年申请约 5.29万亿日元（约合
3258.4亿元人民币）预算。这一数额较
去年增幅达2.1%，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自安倍晋三 2012 年再次执政以
来，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 6 年上涨。
若这一申请获得通过，日本防卫预算
将迎来“七连涨”。专家认为，安倍政
府不断渲染周边威胁实则为军备扩充
寻找借口，未来日本防卫预算还可能
大幅上升，这无益于地区的和平稳定。

防卫预算的玄机
日本防卫省称，鉴于安保环境“日

趋严峻”，日本除了需要强化在传统海
陆空领域的防卫能力，还要加强反导
能力以及自卫队的机动性，着眼于信
息、太空等新领域，强调构建自卫队的

“跨域”防卫能力。
在预算草案中，弹道导弹防御相

关经费高达 4244 亿日元（约合 261.4
亿元人民币），其中去年年底日本政府
决定引进的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装
备的预算额为2352亿日元（约合144.9
亿元人民币）。

日本还计划引进6架F-35A隐形
战斗机、两架E-2D预警机、战斗机可
搭载的“防空区外”巡航导弹等武器装
备。此外，日本将继续斥重金打造两
艘 3900 吨级护卫舰及一艘 3000 吨级
潜艇。

此外，防卫省还申请 925 亿日元
（约合 56.9亿元人民币）的太空经费，
用于打造“太空态势感知”系统、维护
和改造现有“X波段”卫星等。防卫省
还将扩充、强化自卫队现有的信息防
卫队，把人员从 150人增加到 220人，
以及打造新的军用情报通信网络和情
报收集系统等。

防卫省官员8月29日在媒体吹风
会上说，往年预算草案中都含有“驻日
美军设施相关经费”等项目，但本次公
布的预算草案只标注了相应的项目，
并未计入具体预算金额。去年，相应
项目的数额约为 2200 亿日元（约合
135.3 亿元人民币）。因此，防卫省在
今年年底制作并确定预算时，最终预
算额还会增加。

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战略与安全研究所胡欣博士认为，这
份预算草案显露日本防卫三大重点：
一是加强本土陆基海基反导系统建
设；二是发展有限的主动进攻能力，加
强战斗机和水面舰队建设等；三是强
化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中的地位，继
续购买美国先进装备，增加防务开支
回应特朗普政府的要求。

安倍政府的心机
防卫省在新财年预算草案中强调

将继续推动与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东
盟国家的军事交流、演练与合作。

东北亚安保问题专家、日本明治

大学特任教授纐缬厚对新华社记者
说，日本提出构建自卫队“跨域”防卫
能力，其中的“域”既指“领域”，也指

“地域”。他说，在日本通过新安保法
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政府开始加速
推进与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多国间防
卫合作”，日本扩张性防卫策略在“地
域”上充分得以体现。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近来一直在
为年底修改《防卫计划大纲》进行铺垫
和造势。8 月 28 日，日本政府批准
2018 年《防卫白皮书》，极力渲染中
国、朝鲜等周边威胁，声称日本安保环
境“日趋严峻”。

在今年自民党向安倍提交的一份
《防卫计划大纲》修改建议中，自民党
提出政府应从多领域强化日本防卫力
量，并提高防卫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占比，从 1%以内提升到 2%
左右。

纐缬厚认为，从统计数据来看，日
本防卫预算正呈急速上涨趋势。防卫
省为新财年要求的预算达历史新高，
这并不令人意外。目前，日本政府把
防卫预算限制在 GDP 占比的 1%以
内，如今正有人企图突破这一限制。

纐缬厚指出，如果这一企图成为
现实，日本防卫预算或将倍增。这将
加剧邻国民众的不安和疑虑，给东北
亚甚至整个亚洲造成更多军事紧张和
不安全因素。

特朗普威胁退出WTO

“以退为进”施压多边机制

日本防卫预算节节攀高凸显军扩加速

第 58 届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8 月 31 日在柏
林拉开帷幕。全球共1814家展商与会，其中包括
近700家中国企业，格力、美的、海信、TCL等知名
家电品牌纷纷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图为人们
参观海尔公司展区。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 摄

新华社莫斯科8月31日电 俄罗斯总统新闻
秘书佩斯科夫8月31日说，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
将于 9月 7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叙利亚问题
峰会。

塔斯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说，俄方接到
了伊朗方面关于在德黑兰举行峰会的信息，俄方
正在为此作准备。

佩斯科夫表示，三国总统将参加峰会，俄罗斯
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届时还将单独会
晤，就“例行问题”进行讨论。

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于2017年11月在俄罗
斯城市索契举行首次叙利亚问题峰会，今年4月，
三国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再次举行叙利亚问题峰
会。

俄土伊将就

叙问题举行峰会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8月30日发布美国退
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的第二份伊核问题报
告，认定伊朗仍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执行伊核
协议。

伊核协议 2015年 7月达成，国际原子能机构
人员一直在伊朗核查核设施和活动，以确认伊朗
履行协议。最新报告说，伊朗的铀浓缩水平、浓缩
铀和其他与铀浓缩活动有关物质储量都在约定范
围内。

报告说，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继续执行核查
活动，伊朗方面“提供及时且主动的合作”。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一名高级外交官看过
报告后说：“（浓缩铀的）生产率不变。没有任何改
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指认伊朗没有履行
承诺、认定伊核协议有缺陷，今年5月宣布美国退
出伊核协议、恢复对伊制裁。

然而，伊核协议生效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定
期发布季度报告，迄今为止一直证实伊朗履行协
议承诺。

美国退出后，其他缔约方坚持履行伊核协
议。但是，随着美国对伊制裁生效，伊朗国内经济
问题加剧。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
内伊 8月 29日说，不要对欧洲国家挽救伊核协议
的行动期望过高。他警告，如果这一协议不能满
足国家利益，伊朗将退出。 （新华社特稿）

国际原子能机构再次确认

伊朗履行涉核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