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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无出路 “多边”酝希望
创新经济论坛与会人士重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新华社新加坡 11 月 7 日电（记者刘天、王丽丽）在经济全球
化遭遇波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之际，参加正在此间
举行的首届创新经济论坛的多名与会人士表示，各国政府和商
界都应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开放才是世界贸易取得成功的有效
措施。

联邦快递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史密
斯表示，得益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联邦快递每天要处理数百
万国际货件。他表示，目前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开放贸易对经
济发展是有益的。

埃克森美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伍德伦表示，自由贸易
对埃克森美孚的业务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相信公平自由的贸易

会让经济发展得更好，任何限制措施都会影响我们的业务”。
根据彭博社在此次论坛上发布的一份报告，贸易摩擦必将

伤及全球经济增长。在实体经济层面，贸易摩擦将推高进口成
本，引发通货膨胀，挤压家庭购买力从而拉低消费水平，需求下
降也会让工商业削减投资支出。在金融市场层面，贸易摩擦将大
幅削弱企业盈利能力，企业股价下跌也会影响家庭财富总量，继
而拉低消费。疲弱的金融市场也会增加资本进入商业的成本，最
终伤及投资。

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作为外
向型经济的代表，新加坡在目前的国际贸易摩擦背景下可能会调
整经济增长预期。“短期内贸易摩擦的影响还不会完全显现，但是

任何贸易冲突都会让全球化受挫，并影响所有经济体。”
虽然目前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给世界经济增长

蒙上了阴影，但是全球商业人士仍对重建国际贸易体系持乐观
态度。论坛召开前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来自全球 20 个市场
的 2000 名商界专业人士中，超过 70% 的受访者对全球贸易体
系的重建持乐观态度，超过六成来自新兴市场的商界人士相信
全球贸易将在未来五年持续发展。

调查报告指出，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半数商界人士
认为，以多边自由贸易和开放边界为中心的全球化模式仍然行
之有效，但这一模式需要做出适当调整，以实现更广范围内的利
益公平分配。

新华社喀布尔 11 月 6 日电
(记者代贺)阿富汗“松子包机直飞
中国”项目启动仪式 6 日在首都喀
布尔举行。阿总统加尼等 100 多位
阿政府和各界代表、中国驻阿富汗
大使馆临时代办王大学出席活动。

加尼在致辞中说，松子是阿富
汗主要经济作物，中国拥有广阔的
消费市场，松子直接出口至中国将
为双方贸易带来新的增长点。阿将
全力打造国家品牌，确保产品质
量，提升制造工艺，为广大中国消
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加尼表示，阿
中传统友谊源远流长，阿方感谢中
方长期以来对阿和平和解进程的
支持，并愿与中方一道，为推动两
国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不断努力。

王大学表示，非常荣幸看到阿
富汗特色产品直接进入中国消费
市场，中国消费者将享用到价廉物
美的阿富汗特产。他表示，中阿两
国政府于今年 6 月 10 日签署相关
议定书，经过双方共同努力，阿富
汗松子自近日起可直接出口中国。
2016 年，两国已就藏红花输华达成
协议，接下来双方还将就石榴输华
展开合作。

据阿富汗总统府当天发表的
一份声明，阿富汗松子年产量约
2 . 3 万吨，今年首次通过包机直飞
方式出口到中国的松子约 20 吨。

新华社曼谷 11 月 7 日电(陈家宝)泰国政府 6 日
批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施
为期两个月免收落地签证费措施，以吸引更多外国游
客，提振旅游业。

泰国旅游局局长育他沙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由于相关部门需要为此进行准备，预计最迟不晚于
12 月 1 日实施该措施。根据这项措施，相关国家和地
区的游客在入境泰国办理有效期为 15 天的落地签证
时，将不用缴纳签证费。目前，泰国落地签费为每人
2000 泰铢(约合 425 元人民币)。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布蒂蓬说，期望新措施能将新
年期间来泰的外国游客数量在正常水平上提升三成左
右，这将有助于增加泰国的旅游收入。

育他沙告诉记者，此次政府采取免收落地签证费
措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据悉，今年上半年，赴泰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25%，但第三季度同比下跌 9%，预计第四季度将同比
减少 15%。今年发生的普吉沉船事故、中国游客在曼
谷机场被保安殴打等事件让泰国的形象受损，致使赴
泰中国游客数量呈减少趋势。

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2017 年赴泰中国
游客超过 980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12%，为泰国带来
超过 5200 亿泰铢(约合 1047 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同
比增长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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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政府批准暂时免收

中国游客落地签证费

美国中期选举国会
参众两院投票结果 6 日
陆续出炉，两党各自欢
呼“重大胜利”。民主党时
隔 8 年之后重夺众议院

多数党地位，而共和党则巩固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分析人士认
为，此次中期选举令美国政治重新洗牌。新的两党政治格局，特
别是“分裂国会”的出现，势必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更多掣肘。但特
朗普已牢牢掌控共和党，在共和党选民中民意基础牢固，因此
“特朗普主义”仍将在争议和震荡中前行。

分裂国会

今年的国会选举，参议院形势不利于民主党，众议院形势不
利于共和党。最终，选举结果与预期大致相符。在国会参议院选
举中，共和党人在中西部锈带州和南方农业州，包括印第安纳
州、田纳西州、北达科他州、得克萨斯州和密苏里州等连战告
捷，使共和党确保参议院多数党地位并扩大了席位优势。

国会众议院选举则是另一番景象。随着民主党攻城略地，新
一届众议院构成不仅族裔更多元，而且女性人数大增，迭创新纪
录，包括将迎来刚满 29 岁的最年轻女国会议员、美国历史上头
两名印第安人国会议员(均为女性)、头两名女穆斯林国会议员
等。据《今日美国报》报道，此次共有逾 110 名女性当选国会议
员，其中 28 人系首次当选，这两个数字都刷新了纪录。而这些女
议员绝大多数来自民主党。

“分裂国会”背后是美国的政治分裂。总体而言，共和党在美
国乡村地带和白人男性中得票率大幅领先，民主党则在年轻选
民、少数族裔、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郊居民和女性中更受欢迎。

“特朗普党”

6 日晚，随国会两院投票结果逐渐明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
推特上发文称“今晚取得巨大成功”，祝贺共和党在国会参议院
选举中取得的战绩。同时，他还打电话给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

佩洛西表示祝贺。
选战期间，特朗普声称：“这也是一场关于我的公投。”美联

社在选前和选举日的民意调查表明，逾半数美国选民称特朗普
是他们投票的考量因素，约 86% 的特朗普支持者在此次选举中
把票投给共和党。

美国经济全面复苏始于前任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但稳固
和提速于特朗普执政之后，这让不少选民把功劳记在了特朗普
身上。特朗普提名的第二名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经历性
侵指控风波但最终成功获得任命，这一事件也显著刺激了共和
党选民的投票热情。特朗普在投票前夕打出强硬的反移民组合
拳，也被证明有效动员了共和党票仓。此间观察家认为，通过选
战，特朗普进一步巩固了对共和党的控制。

选后震荡

新一届国会将于 2019 年 1 月就职。面对“分裂国会”，特朗
普政府如何调整内政外交政策，引人注目。

分析人士认为，民主党掌控国会众议院后，特朗普政府通过
国会拨款建造美墨边境墙的计划恐成泡影，他在中期选举选战
期间承诺的针对中产阶层的第二波减税行动也很难推进。众议
院民主党人还可能会要求特朗普公开他的纳税单，并可能针对
他展开一些特定调查。围绕特朗普团队的“通俄门”调查预计将
重返媒体头条，但不会轻易走向弹劾程序。

面对“分裂国会”的制衡，预期特朗普政府可能将调整今后
两年内政外交的优先事项及政策走向。特朗普政府有可能进行
重要人事改组，同时将力推移民体系重大改革以兑现中期选举
的竞选承诺。

有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在执政第一年力推税改，第二年着
重贸易，第三年可能开始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观察人士认为，中期选举结果不太可能让特朗普改变
风格，其与美国主流媒体的口水战将持续，美国社会身份政治和
“文化战争”的现象可能愈演愈烈，两党政治极化趋势在未来一
段时间内难以看到缓和迹象。 (参与记者：徐剑梅、颜亮、
刘阳、孙丁、邓仙来、熊茂伶)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7 日电

中期选举重塑美国政治格局纪念十月革命 101周年

▲ 11 月 7 日，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人们参加纪念活动。今
年 11 月 7 日是十月革命 101 周年。当天白俄罗斯全国放假，各
地举行向列宁像献花的纪念活动。 新华社发（马祖列维奇摄）

▲ 11 月 7 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演员在红场与民
众一起唱歌。当日，莫斯科民众在红场参加系列活动，纪念
十月革命 101 周年。 新华社记者白雪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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