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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 ，
在 也 门 荷 台 达
港，重新部署协
调委员会主席洛
莱斯高（前左二）
带领联合国人员
抵达港口视察。

联合国领导
的重新部署协调
委 员 会 14 日 发
表声明说，欢迎
胡塞武装将也门
港口移交给海岸
警卫队。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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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墙”“筑墙”凸显美式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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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俄纠纷！日本议员醉酒言战

新华社德黑兰5月15日电 据伊朗新
闻电视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14
日发表谈话，表示当前伊美关系虽然紧张，
但两国不会爆发战争。

哈梅内伊当天接见了伊朗国家立法、
司法和行政部门代表。他说美国政府很清
楚，陷入新的冲突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两国（伊朗和美国）都非常清楚，无论
爆发战争抑或战后，双方都不会得到任何
好处。”不过哈梅内伊也强调，伊美之间的
对抗虽然不包括“军事选项”，但是一场“意

志的较量”，而伊朗人民将会坚定地抵抗美
国的压迫，直到美国知难而退。

哈梅内伊也明确表示，美国当前正试
图削弱伊朗的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和在地
区的战略影响力，只要美国继续奉行敌视
伊朗的政策，伊朗就不会与美国展开谈判。

近段时间，伊美关系持续紧张。伊朗
总统鲁哈尼 8 日宣布，部分中止履行伊核
协议。美国也于近期向中东地区增兵，包
括部署“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和
B-52战略轰炸机等。

新华社华盛顿5月 14日电（记者 周
舟）美国航天局局长布里登斯廷 14 日在
一场活动上公布了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计
划的更多细节，确认将利用“太空发射系
统”火箭和“猎户座”载人飞船在 2024 年前
完成载人登月任务。

与此同时，美国重返月球计划正式得名
“阿耳忒弥斯”，这一名字取自希腊神话中的
月亮女神，对应着实现“首名女性宇航员登
月”的项目预想。“阿耳忒弥斯”也是希腊神
话中“阿波罗”的孪生姐妹，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美国登月项目即以“阿波罗”命名。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为
美国航天局2020财年预算追加16亿美元，
总额达到226亿美元，以加速实现重返月球
计划。布里登斯廷14日在面向美国航天局
员工的讲话中说，2020财年追加 16亿美元
预算已经足够，但以后几年仍需更多经费，

才足以使2024年前载人登月成为现实。
美国航天局 2020 财年追加的预算中

大约有6.5亿美元将用于开发“太空发射系
统”和“猎户座”飞船。前者是美国重返月
球计划将要使用的大推力运载火箭，其首
飞时间已被多次推迟，曾有人提出购买商
业公司火箭作为替代选项。

布里登斯廷也透露，美国重返月球计
划会考虑商业航天服务，包括购买月球
车。美国航天局计划 2023 年让一台月球
车落月，以探索把月球水冰转化为能源、氧
气和饮用水的方式。

特朗普 2017 年底下令让美国宇航员
重返月球并最终前往火星，美国航天局原
计划到 2028 年实现重返月球的目标，但特
朗普政府认为 2028 年登月的时间表“不够
好”，并于今年4月要求在2024年前将美国
宇航员送上月球。

哈梅内伊称美伊之间不会爆发战争

美披露重返月球计划更多细节
项目以月神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