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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7日接受法
国RTL广播电台采访时警告说，贸易战无赢家，
若美国加征钢铝关税引发别国报复，宏观经济
将受到严重冲击。

拉加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行动，其他国家会
采取报复措施，“特别是受影响最大的那些国家，
比如加拿大，还有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

拉加德敦促特朗普放弃加征关税计
划。她说，在一场相互提高关税的贸易战里
没有赢家，如果全球贸易因为这样的举措而
受到破坏，将拖累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速造
成可怕影响。

拉加德指出，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创新和竞
争力的发动机，贸易面临的任何威胁都对全球发展
构成风险。

宣布将针对美国加征钢铝关税出台反制措施

欧盟开出对美征税清单

欧盟委员会7日
宣布已通过了一份针
对美国加征钢铝关税
出台反制措施的提
案。该提案由欧委会
主席容克和欧盟贸易
委员马尔姆斯特伦共
同提出并警告，一旦
美国对欧盟钢铁和铝
产品分别征收25%和
10%关税，欧盟将采
取反制措施，对美国
钢铁产品、农产品等
征税。花生酱、蔓越
莓、橙汁和波本威士
忌在欧盟初步拟定的
征税对象清单上。

特朗普最快当地
时间8日正式宣布对
钢铝产品的高关税政
策。一些分析师认
定，特朗普一旦正式
签署行政令，相当于
高关税政策几乎即刻
生效。欧盟必须早作
打算，为最坏情形做
准备。

欧盟贸易委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7日
说，欧盟草拟了一份列入欧盟征税对象的美国
产品清单，包括钢铁产品和其他工农业产品。
欧盟正向成员国分发这份清单，以便在美国启
动征收高关税措施后尽快给予反应。

“某些波本威士忌被列入清单，”马尔姆斯特伦
说，“其他对象产品包括花生酱、蔓越莓和橙汁。”

欧盟委员会7日开会讨论对策，马尔姆斯特伦
会后告诉记者：“（贸易战）对任何人都没好处……
这是为什么我们将以恰当、平衡的方式应对。”

她没有提及具体关税税率，暂时无法预估
这项措施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6日回击欧盟威
胁，说如果欧盟报复，美国将对欧盟国家出口的
汽车征税。 （综合新华社3月8日电）

除了需要应对的贸易战风险，欧
洲更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上
奉行“零和思维”，其大多数贸易政策
想法都与 WTO 规则不一致。欧洲担
心，如果特朗普履行其执政承诺，无
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甚至让
美国完全退出WTO，那么整个多边贸
易体系将陷入混乱。

布拉特贝里说，美国单方面宣布
征收高关税的做法，可能导致更多的
国家采取这种单边决定，在全球经济
中产生连锁反应，这将对全球贸易产
生非常消极的影响。

他说，自特朗普当选以来，欧盟
努力发挥支持自由贸易的作用。欧
盟正逐步与日本、澳大利亚、南方共
同市场、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达成自
由贸易协定。“当美国在自由贸易领
域的角色变得更加不确定，甚至朝着
另一个方向发展的时候，欧盟正试图
发挥一种维护多边贸易的作用。”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在贸易等
方面的理念不合导致美欧关系趋
冷。当前，虽然美欧战略同盟关系犹
在，但竞争性一面更加凸显。可以预
见，只要美国不改变现有的贸易理念
和政策，贸易争端可能成为美欧关系
常态。

（新华社北京3月 8日电 记者
张伟 柳丝）

欧洲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次挑起贸易争端，
主要是为了争取国内特定选民群体的支持以及在
贸易谈判中使美国处于有利地位。然而，一旦美欧
开打贸易战，双方都难以成为赢家。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斯蒂芬·赛贝特表
示，贸易战不符合德国、欧洲或美国的利益，“自我
封闭和保护主义是错误的道路”。“这类措施将损害
国际贸易往来和我们的行业，更重要的是波及大西
洋两岸的工人与消费者，”赛贝特说。

在欧盟范围内，贸易大国德国最为忧虑。由于
对美贸易存在巨额顺差，德国屡屡被特朗普政府

“点名”。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曾经公开批评

德国，一是指责其操纵欧元汇率，导致欧元币值被
“严重低估”，损害了美国利益，二是声称对德贸易
逆差是美国必须处理的难题。默克尔去年3月首访
美国，其中一项重要议题就是避免美德或美欧贸易
战，以免影响德国汽车等重要行业。

统计显示，美国是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美欧
之间经贸往来和联系极为紧密，贸易赤字问题无法
通过加征关税的方式来解决。以汽车行业为例，美
国去年向欧洲四个国家出口价值138亿美元的汽
车和配件，同时从欧洲五个国家进口价值513亿美
元的汽车和配件。此外，美国福特、菲亚特克莱斯
勒汽车公司在欧洲制造汽车，而奔驰、大众和宝马
公司也在美国建厂。

当前，欧洲希望避免与美国爆发贸易战，如果
最终无法避免，也希望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中

国社科院欧洲所德国问
题专家、洪堡学者黄萌
萌说，德国希望尽量避
免美欧贸易争端升级以
及贸易战，德国政府并
不赞成欧委会对美国产
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此
外，欧盟方面也主张不
要反应过度，从而导致
美欧爆发贸易战。

特朗普本月1日宣布对进口钢铁和
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欧
盟立即做出强烈反应，考虑对大约35亿
美元美国产品征收25％的高额关税，包
括波本威士忌、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和
牛仔裤等。对此，特朗普没有退缩，反而
提高调门，威胁要对欧盟汽车征税。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明确表示要
“捍卫欧盟利益”，将作出坚定的、与美方
行为相称的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认
为，美国宣布的措施是“经济民族主义”，
而一旦美国确定加征钢铝关税，法国将
支持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
对美进行反制。

针对美欧此次贸易争端，有不少媒
体联想到 2002 年美欧之间的一场贸易
战。当时，小布什政府对进口钢铁加征
保障性关税。欧盟联合其他几个国家立
即采取措施，包括向WTO提起争议诉讼、
公布报复名单并对一些美国商品加征高
达100％的关税等。在WTO败诉之后，小
布什政府被迫做出让步，提前结束加征
钢铁关税。

分析人士预测，欧盟很可能会借鉴
上次贸易战经验，采取类似策略。卡内
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欧洲项目主任埃里
克·布拉特贝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欧洲领导人表示将会采取反制措
施，美欧双方的行动可能会逐渐升级，存
在爆发贸易战的风险。

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自去年1月上台后，多次在对欧贸易逆差问题
上指责欧洲。如果美欧之间贸易口角升级为一定规模的贸易战，势必给跨大西洋
关系带来新的冲击。

贸易战阴影笼罩美欧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贸易战无赢家

世贸组织说，截至7日，18个成员对特朗
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表达担忧，包括欧盟、挪威、
澳大利亚、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和巴西。
世贸组织将支持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
对美进行反制。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7日说：“特
朗普总统最近说过‘贸易战是好事而且容易
赢’，事实恰好相反，贸易战不好又容易输。”他
说，欧盟各国领导人本月22日至23日将在布鲁
塞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也表示，此举“明显与
世贸组织规则相悖”。他说，一旦美国确定加征
关税，“欧盟有权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反制美国产
品，这也是法国所希望的”。他还表示，这种目
光短浅的措施“从来没有好结果”。

欧盟贸易委员
已开出对美征税清单

世贸组织和欧洲理事会
支持欧盟反制美国贸易保护举措

避免事态扩大

贸易战风险显现 维护贸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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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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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报告
说，美国斯坦福大学华人女教授鲍哲
南团队在柔性电子领域实现了制造工
艺的飞跃，使得人造皮肤的感应和计
算能力更强，智能性更高。在柔性电
子研究领域一片理工男的天下，鲍哲
南做到了全球顶尖。

世界顶尖的学科前沿研究者、传
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两个孩子的妈妈、
远在海外却时刻挂念父母的女儿，鲍
哲南在这些角色中转换着、平衡着。

犹如一只破茧蜕变的美丽蝴蝶，领舞
在学科前沿。

让人造皮肤会“思考”
20年后，也许你的生活将是这样

的：你手腕上的人造皮肤能随时监测
心率、血糖，实现智能把脉；喉咙上的
人造皮肤能感受咽喉肌肉运动产生的
压力变化，为聋哑人“发声”；你的整个
身体可能成为一个“网络中心”，体内
的信息跟外界产生连接……

这些看起来很遥远，但其实正
在孕育着。让人造皮肤知冷热、分轻
重，这无疑会使人造皮肤更加智能，应
用潜力无限，然而技术挑战极其巨
大。鲍哲南团队利用纳米技术等跨学
科技术，使柔性电子感应器高度灵敏，
同时密度大增。

鲍哲南说：“我们团队花了多年
研制出超强灵敏度的人造皮肤，它由
敏感度极高的电子感应器组成，当感

应器连成一片时，就如同真正皮肤一
样，当一只蝴蝶停在身上，人马上能
感觉到。”

这种人造皮肤技术可以被广泛用
于假肢、机器人、手机和电脑的触摸式
显示屏、汽车方向盘和医学等。

接着，鲍哲南团队又利用纳米材
料为这种皮肤增加了透明度和可拉伸
功能，距离人类皮肤的功能越来越近。

2015年，鲍哲南被《自然》杂志评
为对全球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年度
十大人物之一。2017年，她又获得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2018年2月，鲍哲南团队在《自

然》杂志上发表的研究再度进入人们
视野。柔性电子技术基本通过牺牲电
子器件密度来实现可拉伸，局限性较
大，且制造工艺复杂。鲍哲南团队开
发的新材料，使晶体管阵列密度达到
每平方厘米347个，并可在拉伸至两
倍长度时性能保持不变。

让事业家庭双赢
1970年 11月，鲍哲南出生于中

国南京，父母都是南京大学教授。科
学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为她打开了科
学的大门。从南京大学毕业后，鲍哲
南移居美国，学习深造并继续开展科
研工作，取得一系列成果。

她同时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作
为一名优秀的女科学家，人们常好奇
她怎样去平衡事业和家庭。

父亲告诉鲍哲南，人生中完整的幸
福包括两个方面：事业成功和家庭美
满。维系的原则就是不能牺牲一个去
换取另一个，两者都不可偏废。鲍哲南
通过提高效率来完成工作，从事科研的
时候严谨认真，一分一秒都不舍得浪
费，回到家就一定会和家人在一起。

“很幸运，父母从小启发我的科学
思维：大胆假设、踏实求证。这让我终
身受益。现在我也这样教育我的孩

子，激发我学生的科研热情。”她接受
母校南京大学采访时这样说道。

让人造皮肤感觉更美
鲍哲南说，目前已开发出部分电性

和拉伸性俱佳的高分子材料，但模拟人
类复杂的触觉仍有不少挑战需要克服。

接下来，她打算利用人造皮肤帮助
靠假肢生活的人们获得触感，并借助相
关技术开发血压测量仪器、拥有人造皮
肤的机器人以及可穿戴电子器件等。

人造皮肤未来服务于现实生活的
前景非常广阔，将为皮肤烧伤等疾病
患者带来福音。作为人造皮肤研究的
功臣，鲍哲南亦被一些人赞为“世界上
最美丽的女人”。

她说：“目前中国科研发展飞速，正
迎来大突破时期，希望中国科学家进行
更多的跨学科研究，实现更多突破”。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记者
杨骏 张曼）

让人造皮肤更智能的
——荣获“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华人科学家鲍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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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林苗苗、侠克）记
者日前从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开学
季北京正在严查学校食堂和学校周边“五毛零食”
等，对学校食堂的检查覆盖率将达100%。

据了解，对于校园周边食杂店、便利店、小超
市等食品销售单位，执法人员将按照北京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食品销售日常监督检查
要点表》逐一对照检查，重点检查调味面制品、熟
肉制品、烘焙食品、糕点、饮料等儿童青少年经常
购买的零食。

“五毛零食”是流行于儿童特别是小学生群体
的休闲食品。北京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监督检
查和抽检中，屡次发现调味面制品等“五毛零食”
存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或菌落总数
超标等食品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将大力查处无合
法来源、来源不清以及标签标识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五毛零食”。

北京：

开学季严查学校食堂
和“五毛零食”

据新华社太原3月8日电（记者王井怀）记者
8日从太原市政府了解到，太原拟出台《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条例》，对不按垃圾分类处理的单位和个
人进行罚款。

条例规定，违反分类投放规定将承担法律责
任。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并拒不改正的，对单
位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未将家具、
废旧电器及零星建筑废弃物等投放到指定区域
的，或擅自将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废弃物、医疗废
物、危险废物投放到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内，对单位
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若个人违反，处
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太原：

拟对垃圾不分类处理
进行罚款

据新华社南京3月8日电（记者朱国亮）冒充
医疗专家、教授实施诈骗，将低廉保健品冒充“特
效药”高价卖给老人。记者8日从江苏省海安县
检察院了解到，近日，这一诈骗团伙46人受审，一
审最高被判刑13年，并处罚金16万元。

据悉，这一团伙先是在网上购买公民个人信
息，然后交由一线话务员进行“筛选”。一线话务
员按照预先设定的诈骗剧本，冒充中科院中医研
究所、北京同仁堂等单位工作人员，假以询问病
史、家庭及经济等情况，逐步向“客户”推介知名医
学专家或教授，这一过程既是“筛选”，也是“铺
垫”。对落入圈套的老人，再交由二线话务员继续
实施诈骗。二线话务员则冒充中科院、同仁堂医疗
专家、教授，以排毒、修复、巩固等各种借口，向老人
推介专门为其配置的“特效药”。这些“药”实际是
从网上以几元至几十元的价格购买的保健品，但这
一团伙出售的价格在1000元至1万元不等。经
查，至2016年8月案发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
一团伙成功诈骗600余起，实际骗得320余万元。

江苏：

冒充医疗专家骗老人
46名被告一审被判刑

和妈妈一起过“三八”节

九寨沟部分景观恢复开放

女魔术师

3月8日，游客在九寨沟长海景点游览。
当日，因地震关闭了7个月的九寨沟景区部

分景观恢复开放。据介绍，当天有700多名游客
分别乘坐30多辆中巴车进入九寨沟景区参观游
览。 新华社发（桑吉摄）

3月8日，在石家庄市第三幼儿园，一名小朋
友将糖块送到妈妈嘴里。

当日是“三八”妇女节，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三
幼儿园举办“童心生花 感恩母亲”亲子活动，孩子
们画出心中的妈妈，并自制礼物送给妈妈，和妈妈
一起过节。 新华社发（章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