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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墙”
“筑墙”
凸显美式霸凌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
韩冰）近日，
美方继对 2000 亿美元中
国输美商品加征 25%关税后，
又扬言
将启动对剩下的 3250 亿美元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 25%关税的相关程序。
美方一系列举动，
既是拆国际贸易规
则的
“墙”
，
又是在全球范围内筑保护
主义的
“墙”
，
凸显美式霸凌与蛮横。
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至今，以世
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催生
一系列规则和制度，成为全球贸易
健康有序发展的柱石。美国使用惩
罚性高关税对待中国，一来是赤裸
裸的单边主义行径，二来把中国产
品排除在与其他世贸成员享受的同
等税率水平之外，公然违反世贸组
织相关原则。这样的行径无疑对国
际准则构成地地道道的破坏。
为掩饰自己的“拆墙”行为，美
国罗列了一些所谓理由，比如强调
“公平贸易”和“对等开放”，声称中
国对美国出口的汽车和钢铝等产品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指责中国强
制在华外企进行技术转让等。这些
理由看似冠冕堂皇，其实不堪一驳。
首先，
拿所谓的
“公平贸易”
和
“对
等开放”
说事，
罔顾中美两个经济体之
间资源禀赋、
产业结构的差异，
不符合

世贸组织互惠互利等一系列原则。按
照美国这种
“绝对对等”
的逻辑，
美国
自身存在大量不公平、不对等现象。
比如，
中国对带壳花生征收 15%的关
税，而美国相应的税率是 163.8%，达
到中国关税水平的十多倍。
再比如所谓的
“国家安全”
考虑，
显然经不起常识和事实检验。美国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查德·鲍恩指出，美国约 98%的进口
乘用车来自欧盟、
日本、
加拿大、
韩国
等国，
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开展
调查“站不住脚”；公开资料显示，中
国对美出口的钢材数量之少，
甚至没
有出现在美国钢铁协会的榜单上，
如
何会影响美国的
“国家安全”
？
至于“强制在华外企技术转移”
一说，更是把原本双方自愿的交易
活动歪曲为“强买强卖”，无视多年
来美国在华企业通过技术转让与许
可获得巨额利益回报、成为技术合
作最大受益者的事实。
“拆墙”
同时，
美国的种种
“筑墙”
之举同样不得人心。近年来，
美国政
府多次在公开场合拒绝支持多边贸易
体制，消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造成
2017 年和 2018 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
部长会议均未在支持多边贸易体制问

题上达成一致立场。特别是美国政府
不同意将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写入部
长声明，
遭到亚太经合组织其他成员
一致反对。美国还多次阻挠世贸组织
上诉机构启动甄选程序，
导致世界贸
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困境。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日前
公开表示，
“ 不允许”世贸组织的上
诉机构和争议解决系统逼迫美国接
受约束。违背契约、唯我独尊的霸
凌之态，
昭然于天下！
美国的“拆墙”和“筑墙”行为，
破坏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经济秩
序，危及多边贸易体系，在世界范围
引发担忧。欧盟常驻世贸组织代表
马克·范霍伊克伦表示，美国采取的
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不仅影响世贸
组织成员，也对全球增长预期产生
消极影响。
《日本经济新闻》日前发
表社论说，美方宣称将考虑对所有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追加征收关税，
是无视经济和市场现实的粗暴言
论，
危及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
“拆墙”
也好，
“筑墙”
也罢，
背后都
是一己之私的算计，
是赤裸裸的单边主
义、
霸权主义作祟。蛮横霸道、
仗势压
人，
罔顾规则、
不讲道义，
如此恶劣行
径，
又怎能得世人之心，
让世人信服？

日本议员醉酒言战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
杨舒怡）日本维新党议员丸山穗高
上周末“醉酒胡言”，言谈中暗示不
惜与俄罗斯开战也要夺回北方四
岛。这番言论引起哗然，招致俄罗
斯方面和日本国内强烈批评。
丸山 14 日以言论不当为由递
交退党申请。维新党当天将他开除
党籍。
醉酒胡言
根据日本与俄罗斯商定的一个
免签证交流项目，由北方四岛原岛
民组成的一个交流访问团 10 日至
13 日访问国后岛，现年 35 岁的丸山
是日方陪同人员之一。
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在
日本称作北方四岛，在俄罗斯名为
南千岛群岛。这些岛屿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前属于日本，二战后由苏联
占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继承
国实际控制。日俄就四岛归属有争
议，迄今没有缔结和平条约。
丸山 11 日晚在国后岛下榻处

喝醉酒，质问交流访问团团长大冢
小弥太：
“ 通过战争夺回这个岛，你
是赞成还是反对？”丸山大声喧哗、
不依不饶，
“趁俄罗斯混乱的时候夺
回不行吗？”
“ 不通过战争就毫无办
法，不是吗？”
现年 89 岁的大冢答道：
“ 我不
想使用战争这种词汇。
”
交流访问团部分团员 12 日抗
议丸山的言行。丸山当即道歉，但
这场风波本周继续发酵。
开除党籍
维新党党首、大阪市长松井一
郎 13 日表示，将由干事长马场伸幸
予以丸山严重警告。松井说：
“真是
愚蠢！我们已要求他作为公职人员
撤回言论并道歉。
”
丸山 13 日深夜在东京向媒体
宣布撤回言论，承认“欠缺对原岛民
的考虑……令很多人不快，就此道
歉并撤回不当言论”
。
随着问责压力日增，
丸山14日递
交退党申请。维新党当天召集党纪委

员会会议，
决定将丸山开除出党。
松井 14 日以党首身份公开道
歉，批评丸山“身为国会议员跨越了
底线，践踏了迄今为北方四岛问题
竭尽全力的所有人所做努力……醉
酒不能成为借口，希望他懂得作为
成年人应有的常识”
。
致歉俄方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即议会上
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
科萨切夫 13 日在首都莫斯科召开
的俄日州长（知事）会议现场告诉媒
体，丸山的言论“是俄日关系进程中
最过分的（言论）”
。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一
次记者会上说丸山的言论
“令人极其
遗憾”，声称日本政府仍然致力于以
外交谈判方式解决北方四岛问题。
松井 14 日说，丸山失言“造成
严重外交问题”，给北方四岛谈判带
来负面影响，
“我们对俄罗斯人民深
感抱歉，打算经由外交渠道（向俄
方）表达歉意”
。

美多家行业协会反对美政府对华加征关税
5 月 13 日，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消费技术协会、
服装鞋袜业联合会、大豆协会等多家行业协会发表声明，
反对美国政府当天公布拟对价值约 3000 亿美元的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清单，并敦促美中经贸谈判尽快回到
正常轨道。图为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办公地点。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英特尔芯片发现新漏洞

2011 年后的芯片均受影响
新华社旧金山 5 月 14 日电（记者 吴晓凌）全球最大
芯片厂商英特尔公司 14 日称，该公司在其芯片中发现了
一系列新的安全漏洞，黑客可能借助漏洞读取流经受影
响芯片上的所有数据。2011 年后使用英特尔芯片的计
算机都可能受到这些漏洞的影响。
英特尔产品保障和安全高级主管布莱恩·约根森在一
份视频声明中表示，这些漏洞可能使攻击者看到保密数
据，
但前提是需要有
“足够大的数据样本，
足够长的时间和
对目标系统行为的掌控”
，
这在实际操作中非常难以实现，
因此他认为还未有人在实验室之外利用过这些漏洞。
英特尔还表示，因为漏洞嵌在计算机硬件结构体系
中，所以无法完全修复。这些漏洞被认为与去年发现的
一些芯片问题相关，今年新发布的芯片已经包含针对这
些漏洞的修复程序。但由于此前发布的前几代芯片也需
要修补，修复可能会使芯片性能降低 19%。英特尔 14 日
也针对这类被业内人士称为“僵尸负载”的漏洞推出了微
代码补丁，对易受攻击的芯片进行修补。但与此前漏洞
补丁一样，
安装该补丁会对芯片性能产生影响。
苹果、
谷歌、
亚马逊、
微软等科技企业因其设备和软件上
大量采用英特尔芯片，
也于14日发布了补丁更新或安全提示。
去年年初，英特尔等一些主流芯片被发现存在“幽
灵”和“崩溃”两个漏洞，波及数以亿计台设备。据称黑客
可由此读取设备内存，获得密码、密钥等敏感信息，这在
科技界引发担忧。

特朗普否认制定出兵计划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4 日电（记
者 刘品然 刘晨）美国总统特朗普
14 日说，美国目前没有向中东地区
大规模调遣军力的计划，媒体此前
的相关报道为
“虚假新闻”。
美国《纽约时报》13 日援引美
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代理国防部长
沙纳汉已向白宫递交针对伊朗的军
事行动计划。根据该计划，一旦伊
朗攻击美军或加速研发核武器项
目，美国将调遣至多 12 万美军前往

中东地区。
特朗普 14 日在启程赴路易斯
安那州前对记者说，美国目前没有
类似计划，
《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虚
假新闻”。特朗普同时称，美国不希
望被迫做出这种计划，但是如果有
相关计划，美国将会派出更多兵力。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宣布不再
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油
的制裁豁免，以全面禁止伊朗石油
出口，后又宣布制裁伊朗钢铁、铝、

铜等产业。此外，美国还宣布向中
东地区部署“亚伯拉罕·林肯”号航
母战斗群、B-52 战略轰炸机和船坞
运输舰等以应对
“伊朗威胁”。
作为回应，伊朗总统鲁哈尼本
月 8 日宣布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部分条款，不再对外出售重水和浓
缩铀。同时，伊朗拟在 60 天内与伊
核协议其他签字方谈判伊方权益问
题，若诉求得不到满足，伊方将不再
限制铀浓缩活动的产品丰度。

印尼雅万高铁重点工程瓦利尼隧道贯通
5 月 14 日，由中国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印
度尼西亚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瓦利尼隧道贯通，标志
着雅万高铁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为全线加速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图为雅万高铁瓦利尼隧道内景。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