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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6 日电

(记者高攀)美国国会民主、共
和两党多名参议员 6 日联合提
出一项议案，要求美国总统获
得国会批准后才能以国家安全
为由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这项跨党派议案由参议院
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科克、
北达科他州民主党参议员海
迪·海特坎普、亚利桑那州共
和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等 10
名参议员联合提出。

该议案要求美国总统根据
《 1 9 6 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款限制进口时，必须先
向国会提交相关限制进口方
案，然后由国会在 60 天内讨
论和投票表决。这不仅适用于
美国政府未来的全部“ 232 调
查”，也适用于过去两年进行
的“ 232 调查”。

此前特朗普政府曾根据
232 条款对进口钢铁产品和铝
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
关税，并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
启动“ 232 调查”，遭到美国
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反
对。

科克当天在声明中说，特
朗普政府正在“滥用”国会给
予总统的 232 条款授权，把一
个内在经济问题说成威胁国家
安全不仅会伤害需要帮助的人
们，损害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也会招致竞争对手的反制措
施。海特坎普也说，对于关税
这样的重大经济决策不能草率
决定，国会必须发挥必要的制
衡作用确保美国利益不会受
损。弗莱克表示，特朗普政府
提议的关税措施已对美国企业
和工人产生负面影响，他敦促
国会议员快速通过这项立法，
阻止“欠缺考虑的”保护主义
措施。

美国商会、全国零售商联
合会等主要商业团体当天也发
表声明支持上述议案。全国零
售商联合会高级副会长戴维·
弗伦奇说，美国国会与行政机
构在贸易政策方面应更加制
衡，现在是时候由国会行使权
力来缓和贸易摩擦。

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
奈尔当天表示，由于特朗普总
统反对这项议案，美国国会推动这项立法是“徒
劳”的。分析人士指出，推翻总统的否决需要参众
两院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但许多共和党议员并
不希望在今年秋季国会中期选举前与特朗普政府公
开叫板，以免影响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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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记者张伟)俄罗斯
总统普京 5 日访问中欧国家奥地利，与奥地利
领导人重点讨论了能源合作、欧盟对俄制裁等
议题。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欧洲领导人之间互
动频繁，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上月
先后与普京会面。

在美欧因贸易、伊朗核协议争吵升级的大背
景下，欧俄关系出现了耐人寻味的缓和与改善。

虽然欧洲一时难以取消对俄制裁，但双方仍在伊
朗、叙利亚等问题上保持沟通，同时拓展能源和
经贸合作，为双方关系进一步恢复打下基础。

欧俄各有所需

当前，欧俄双方都有加强接触、改善关系的
主观意愿和客观需要。

从欧洲方面来看，美国加征钢铝关税、退出
伊朗核协议引发欧洲强烈不满，一定程度上迫
使欧洲采取更加灵活、多元的外交政策，包括缓
和对俄关系。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对俄罗斯
实施严厉制裁。但与此同时，由于俄罗斯是欧洲
主要能源供应方，德法等国一直谨慎处理和维
护对俄经济政策，尤其是在能源领域。

欧盟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欧洲从俄进口
额高达 1451 亿欧元，其中主要是石油和天然
气。德国、奥地利、法国、荷兰等国家也在推进
“北溪-2”天然气管线建设，并且与美斡旋，确保
美新制裁法案不会危及欧俄能源合作。

此外，在欧盟内部，奥地利、匈牙利、希腊等
成员国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一直被视为“亲俄
派”，主张欧俄关系正常化以及逐步取消对俄制
裁。

总的来说，欧洲对俄罗斯关系存在“两面
性”，既有斗争又有合作，既要防范又有所求，这
也客观上给双方改善关系留下了空间。

从俄罗斯方面来看，普京开启新的任期后，

把发展经济作为优先任务，势必要推行多元化
外交战略，包括改善与西方关系。

虽然美国和欧洲都对俄实施制裁，但在俄
罗斯看来，两者性质和规模不同。欧洲主要是因
为乌克兰问题，而美国却意在全面打压俄罗斯。
因此，俄罗斯一直把欧洲作为改善对西方关系
的突破口。

今年 3 月美欧集体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
4 月美英法联合轰炸叙利亚，俄罗斯都表现克
制，似乎也在为改善与西方关系留有余地。

近期，美欧分歧加剧，这无疑让俄罗斯看
到了拉拢欧洲的机会。正如俄罗斯一名专栏
作家所言，虽然之前都称“俄罗斯和西方”，现

在必须区分“俄罗斯和美国”与“俄罗斯和欧
洲”。

多种因素制约

欧俄关系出现好转的契机和苗头，但能否
取得实质性突破，仍取决于多种因素。

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基于经济和战略考
虑，德法等欧洲国家依然把对美关系作为外交
优先目标，不会为了与俄罗斯发展关系而置美
国于不顾。同时，美国方面对欧俄加强接触也
相当警惕。有媒体披露，美方希望欧洲进一步
加大对俄制裁，同时威胁对参与“北溪-2”项目
的欧洲公司进行制裁。

其次，欧洲内部对于改善与俄关系也存在
不同声音。以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中
东欧国家始终把俄罗斯视作“威胁”，主张加强
防范和遏制。此外，欧洲精英层内部也长期存
在“贬低”和“仇视”俄罗斯的心态。

分析人士认为，在欧洲对俄制裁难以解除
的大背景下，欧俄出于各自战略环境变化和现
实需要，能够搁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在
伊朗、叙利亚等问题上加强沟通，拓展合作领
域，为双方关系进一步恢复创造有利条件。

美欧嫌隙加深与俄欧关系走近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
让西方盟友怨声载道，势必在 8 日开始的七国
集团(G7)首脑会议上触发激烈交锋。

法国、德国和加拿大领导人在峰会前夕加
紧磋商如何应对美方贸易政策，明确支持多边
主义体系，而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
里·库德洛说，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不会退让。

法加德合力抱团

今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原本可能聚焦就
业、安全、全球海洋治理等议题，但一些官员预
计，贸易争端将主导峰会议程。

七国集团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
日本、英国和美国组成。特朗普 3 月以“威胁美
国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
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对欧洲联盟、加拿
大、墨西哥等经济体给予有条件豁免。由于白
宫不满墨、加和欧盟在贸易谈判中不肯让步，
决定不再延长豁免期，新关税政策 6 月 1 日起

对墨、加和欧盟生效，三方则拟定对美产品开
征报复性关税。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近期分别与德
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通电话，就应对美方贸易政策协调立场。
特鲁多和默克尔重申，双方致力于推动“开放、
以规则为依据的国际贸易”；特鲁多与马克龙在
一份声明中说，双方“支持以强健、负责任、透明
的多边主义体系应对全球挑战”。

特鲁多 6 日说，今年七国集团峰会难免有
“坦率、艰难的讨论”，尤其是与特朗普涉及关税
议题。“世界经济秩序正承受压力和攻击，”加拿
大国际贸易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尚帕涅说，
“我们必须继续团结一致，因为在一个没有规则
的世界里谁都成不了赢家。”

特朗普无意让步

美联社报道，美国先前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招致西方盟友不满，特

朗普政府加征钢铝关税让美国愈发陷入孤立，
恐在峰会期间受到冷遇。

面对盟友不满，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库德洛 6 日说，特朗普愿意出席峰会，但“面对
那些艰难议题时将泰然自若”。

库德洛说，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将分别与特
鲁多和马克龙会晤，“他坚持他的立场，打算与
他们谈谈”。库德洛极力试图淡化美国与西方盟
友因关税争执陷入孤立的现状，称“那更像是家
庭成员之间的争吵，能够解决”，但法国总统府
一名官员披露，美国以外的 6 个成员国已就峰
会即将讨论的主要议题统一立场。

两名不愿公开身份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
社，由于美国与其他 6 国分歧巨大，各国筹备峰
会的高级官员打算在峰会召开前夜增开一场会
议，以寻求共识。

G7 峰会闭幕时通常由东道国发表一份公
报，显示各方就某些议题达成一致。但这两名消
息人士说，本届峰会东道国加拿大不打算这么
做，而改由特鲁多发表一份总结峰会期间各方

会谈的声明，暗示美国与盟友这次围绕贸易议
题的交锋可能无果而终。

盟友态度有变化？

美联社报道，过去一年多，美国的西方盟友
一直试图与特朗普政府搞好关系，但越来越多
的不满和批评似乎显示盟友对美方的态度正发
生微妙变化。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
斯·赖特说，特朗普执政一年多时间里，西方盟
友试图与特朗普建立密切关系，尽量避免对他
提出批评，然而“过去几个月，他们似乎感到这
种友好方式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让他们一无所
获”。

美国智库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
尔登说，美国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
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冒犯了加拿大民众”，可能
导致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的最低点。

(闫洁 新华社专特稿)

贸易战料将主导 G7 峰会，特朗普恐成孤家寡人

●在美欧因贸易、伊朗核协议争吵升级的大背景下，欧俄

关系出现了耐人寻味的缓和与改善

●虽然欧洲一时难以取消对俄制裁，但双方仍在伊朗、叙

利亚等问题上保持沟通，同时拓展能源和经贸合作，为双方

关系进一步恢复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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