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时报/天下 责编 / 余敬存 版式 / 王彦中 校对 / 王彦中2019年6月5日 星期三

□新华社记者 张远徐永春 于帅帅
由于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受到重

挫，德国社民党和法国共和党的党魁
2日均宣布辞职。此前，希腊总理也
因同样原因宣布将提前举行希腊议会
选举。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给欧盟各国
政局带来的震动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德国：政局将面临变数
德国社民党主席安德烈娅·纳勒

斯 2 日发表声明，宣布将于 3 日和 4
日分别卸任社民党主席和社民党联邦
议院党团主席职务。

纳勒斯辞职的直接原因是社民党
近期在欧洲议会选举和德国不来梅州
议会选举中失利。该党在欧洲议会选
举中获得 15.8%的选票，与 2014年得
票率相比下降超过 10 个百分点；在
不来梅州议会选举中获得 24.9%的选
票，与上届选举相比下降约8个百分
点，失去不来梅州第一大党地位。

从更长时间跨度来看，社民党近
年来民意支持率持续走低，在去年的
黑森州、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得票
率也均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辜学武认为，
社民党自2005年以来3次与德国总理
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组成“大联合”
政府。执政过程中，社民党未能突出
其中左翼的立场，执政理念逐渐与联
盟党靠近。这使得不少求变的选民倒
向执政理念更加鲜明的绿党。目前社
民党内不少人主张，社民党应退出政
府、革新党务、重塑形象。

德国媒体分析说，纳勒斯去职
后，社民党高层面临重新洗牌，党内
或将投票决定是否留在执政联盟中。

如果社民党退出“大联合”政府，默
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将不得不寻求与绿
党和自由民主党组阁，或者提前举行
联邦议院选举，这将给德国政局带来
不确定性。

◆法国：共和党日渐式微
同样因为欧洲议会选举失利而引

咎辞职的还有法国右翼政党共和党主
席洛朗·沃基耶。沃基耶2日在辞职
声明中说：“ （法国） 右翼需要重
建，我不会成为障碍。”

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共和党仅
获得 8.48%的选票，远低于 2014 年
20.41%的得票率，落后于勒庞领导的
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总统马克
龙所属的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以及绿
党，排名第四。这一成绩被法国媒体
称为“溃败”。

共和党作为法国重要右翼政党和
议会主要反对党，在法国政坛较有影
响力。其前身人民运动联盟是前总统
希拉克和萨科齐执政时期的执政党，
2015 年更名为共和党。自 2012 年萨
科齐寻求连任总统失败后，该党陷入
内斗，逐渐衰落。沃基耶 2017 年出
任共和党主席，主张共和党走“真正
的右翼路线”。沃基耶在此次欧洲议
会选举中力推的共和党候选人弗朗索
瓦·格扎维埃-贝拉米反对同性恋婚
姻，主张堕胎有罪，这招致不少媒体
的批评。

法国政治分析师卡米勒·朗拉德
认为，共和党的生存空间受到“国民
联盟”和共和国前进党挤压，选民期
待共和党有“新主张、新反响，特别
是一位新领袖”。

◆希腊：议会选举将提前
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希腊执

政党激进左翼联盟也遭遇惨败，得票
率落后反对党新民主党 9.35 个百分
点。这一选举结果迫使总理齐普拉斯
宣布，将提请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解散
议会并于 7月 7日提前举行新一届议
会选举。

新一届希腊议会选举原本应于
今年 10 月举行。今年以来，反对党
多次要求提前举行选举，但齐普拉
斯始终表示将完成本届政府任期，
并推出一系列减税惠民措施以争取
民心。然而，从欧洲议会选举结果
来看，希腊选民似乎对政府的新政
策并不满意。

分析人士指出，齐普拉斯政府
一直致力于重塑希腊经济，按照欧
盟要求进行改革，采取紧缩措施。
在其努力下，希腊去年 8 月退出了
历时 8 年的国际救助计划，正式宣
告债务危机结束，但经济复苏压力
依然较大。一些民众认为齐普拉斯
未能遵守上台之初的承诺，他们对
政府的紧缩措施多有怨言，对改革
进程也不甚满意。

舆论认为，如果希腊议会选举
提前至 7月 7日举行，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齐普拉斯很难扭转执政党支持
率大幅落后的形势。而政局如果出
现较大变动，有可能给希腊经济的
复苏带来负面影响。希腊 《每日
报》评论说：“如果分裂占据主导地
位，那么希腊过去十年来的许多牺
牲将白费，希腊也将处于比危机前
更糟糕的境地。”

□新华社记者 熊茂伶高攀 赵旭
美国将从 6月 5日起终止对印度

的普惠制待遇。对此，印度政府表
示，印方将维护国家利益，不会牺牲
自身经济发展以换取小额贸易优惠。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举不仅令
印度经济承压，也将损害美国自身利
益，令双边关系在印度莫迪政府第二
任期伊始就面临挑战。

◆经贸关系恶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日发布总

统公告说，由于印度未能确保向美国
提供公平、合理的市场准入，根据

《1974年贸易法》授权，美国政府将
终止其普惠制待遇。

普惠制是指发达国家单方面对从
发展中国家输入的制成品和半成品普
遍给予优惠关税待遇的一种国际贸易
制度，是在最惠国待遇税率基础上进
一步减税或全部免税的更优惠待遇。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17年，约 56亿美元印度
输美商品享受普惠制待遇，印度是该
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彭博社6月3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
息称，美方对于印度的不满，除了对
美国公司的“不利待遇”外，还有贸
易不平衡问题。特朗普终止给予印度
的普惠制待遇，意在迫使印方回到谈

判桌。
普惠制联盟执行董事丹·安东尼

3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不
顾国会议员和数百家美国企业的反
对，不顾印度对美国输印产品的市场
准入问题进行谈判的意愿，做出如此
决策，这一决策没有赢家。

印度工业联合会秘书长迪利普·切
诺伊指出，美国从印美双边贸易中获利
颇丰，终止对印普惠制待遇没有必要。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高级顾问理查德·罗素日前撰文指
出，美印经贸关系目前处于重要的十
字路口，贸易争端似乎在升级边缘。

◆影响印美关系
成功连任的印度总理莫迪5月30

日宣誓就职，开启他的第二个总理任
期。印度媒体普遍认为，美国政府终
止对印普惠制待遇的决定是印度新内
阁成立后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印度商工部 6 月 1 日发表声明
说，印方在印美双边贸易谈判过程中
一直致力于“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
的条件，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最终没
有接受我们的提议”。在贸易问题上
印度政府与其他国家一样，“将维护
其国家利益，印度人民也期待更好的
生活”，印度不会牺牲自身经济发展
以换取小额贸易优惠。

彭博社专栏作家安迪·慕克吉认
为，目前印度失业率高企，经济增速下
滑，美国此举将给印度经济带来压力。

不过，印度出口组织联合会主席
古普塔认为，目前印度对美出口中仅
有价值63.5亿美元的商品受益于普惠
制，其减免的关税总额约为 2.6亿美
元，因此美国取消普惠制待遇在宏观
经济层面对印度影响有限。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显
示，2018 年美国从印度进口商品总
额达 544亿美元，向印度出口 331亿
美元，贸易逆差为213亿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此前印度已在美
国压力下停止向伊朗购买石油，此番
美国又在贸易优惠问题上对印掣肘，
将给两国关系带来挑战。

慕克吉指出，美国近来挥舞“大
棒”迫使印度政府放弃购买伊朗原
油，迫使印度减少在电子商务领域对
美国企业的限制，并就仿制药问题对
印度施压。他认为，这些举动是特朗
普政府对印度发出的警告，表明美方
希望印方做出更多努力来证明其是美
国的盟友。

切诺伊说，美国终止对印普惠制
待遇的决定势必对印美贸易产生短期
影响。如果这一问题无法得到友好解
决，可能会影响未来印美关系走向。

欧洲议会选举“余震”波及多国

美对印贸易施压 双边关系面临挑战

□新华社记者 吴昊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0日宣布，美国将从

6 月 10 日起对所有墨西哥输美商品加征 5%关
税，以迫使墨西哥应对经美墨边境入境美国的
非法移民问题。数日来，美国这一单边主义举
动引发墨西哥各界强烈反对。

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 3日表示，美国
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并取消对中美洲国家相关援
助项目将削弱墨美两国竞争力，不利于两国经
济发展和减少非法移民数量。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在致特朗普的公开信中
呼吁加强对话，寻求解决移民问题的根本方
式。此外，他还派遣外交部牵头的代表团赴华
盛顿与特朗普政府就加征关税和移民问题进行
磋商。

墨西哥经济部副部长卢斯·玛丽亚·德拉
莫拉表示，反对墨美两国间发起贸易战。

墨经济部发布公告指出，美国采取的关税
举措将对北美地区产生影响。墨方虽已做好准
备，但不希望采取关税手段，因为这将破坏生
产价值链，影响就业与投资。

墨西哥全国贸易、服务与旅游商会联合会
会长何塞·曼努埃尔·洛佩斯说，美国试图以
移民这一非经济问题对墨西哥实施贸易制裁，
这是“不可接受的”，应分开看待移民问题和
贸易关系。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
伊格纳西奥·马丁内斯表示，美方加征关税还
将导致美国商品原料供应不足、商品价格上
升、工业产业链被打破，影响墨西哥总固定投
资和工业生产，造成货币贬值和失业率上升等
问题。

墨西哥企业协调委员会发布公告说，美国
政府的关税举措违反现有相关自贸协定以及世
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伤害墨西哥出口商和美
国消费者。移民问题不应影响和损害两国贸易
关系。

德拉莫拉表示，美国一味推行单边主义和
贸易保护主义，这并非解决世界性议题的方
式。贸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加征关税将
减缓世界贸易增速，对各国均无益处。

墨西哥强烈反对

美国经贸霸凌

6月3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人们
参加世界自行车日活动。联合国3日在纽约总
部举行世界自行车日活动。第73届联大主席
埃斯皮诺萨在活动上致辞说，使用自行车在减
少交通排放和交通死亡、解决肥胖和疾病等问
题方面发挥着巨大和重要作用。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联合国举行世界自行车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