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贸易动态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20日电（记
者帅蓉 田栋栋）欧盟委员会20日发
布公告说，作为对美国加征钢铝产品
关税的反制措施，欧盟将从本月22
日起对自美国进口的价值28亿欧元
的产品加征关税。

欧盟委员会说，本次加征关税的
产品包括美国钢铝产品、农产品等，

欧盟加征关税的做法符合世界贸易
组织规则。

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当
天表示，美国“单方面、不公平的”决
定让欧盟别无选择。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5月31日宣
布，从6月1日开始对来自欧盟、加拿
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

25％和10％的关税。
据欧盟统计，美国钢铝关税措

施对价值约64亿欧元的欧盟出口
产品造成了影响。为实现贸易再
平衡，欧盟将对价值 28 亿欧元的
美国产品立即实施加征关税措施，
对剩余36亿欧元的贸易再平衡措
施将在日后实施。

欧盟发布公告

今日起对自美国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新华社华盛顿6月20日电（记
者高攀）美国商务部20日宣布，已批
准首批豁免美国“232”关税的钢铁
产品申请。

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
当天批准了 7家企业提出的 42项

“232”关税豁免申请，涵盖从日本、
瑞典、比利时、德国和中国进口的

钢铁产品。同时，否决了11家企业
提出的56项钢铁产品“232”关税豁
免申请。

美国商务部表示，如果美国国内
不生产某类特定产品，同时该类产品
不会产生重要的国家安全担忧，才可
以获得“232”关税豁免。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当天在参议

院财政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
示，截至6月 20日，美国商务部已
收到企业提交的约2万项钢铁产品
和约 2500 项铝产品的“232”关税
豁免申请。

民主党资深议员罗恩·怀登在听
证会上指责美国商务部对“232”关
税豁免申请的处理极为缓慢，要求美

国商务部改善相关程序并提供更明
确的时间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
席、共和党议员奥林·哈奇则在听证
会上指出，钢铝关税并不能维护美国
国家安全，反而会伤害美国制造商、
消费者和整体经济。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8日宣
布，由于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危害美国

“国家安全”，根据美国《1962年贸易
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将对进口
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
的关税，关税措施于3月23日正式
生效。美国企业自3月19日起可向
美国商务部提出豁免申请。由于违
反世贸组织规则，美国钢铝关税已遭
到多国政府和企业广泛反对。

美商务部批准首批钢铁产品“232”关税豁免申请

新华社新德里 6 月 21 日电
（记者胡晓明）据印度媒体21日援
引官方消息报道，印度决定从8月4
日起提高部分美国农产品和钢铁制
品的进口关税，以此报复美国向印
度加征钢铝关税。

据报道，印度上周向世贸组
织递交了一份提议对30种美国产

品加征关税的报复清单，涉及鹰
嘴豆、扁豆、苹果、梨等农产品以
及螺母、螺栓、铆钉等钢铁制品。
不过，有消息人士称，印度后来又
微调了这一清单。

美国此前宣布对印度钢铝制品
分别征收25％和10％关税，对印度
造成约2.41亿美元的关税影响。

印媒称

印度决定对部分美国产品加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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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前瞻 身陷囹圄的前总统成为10月巴西大选的焦点

卢拉扮演何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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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主席沃伊斯拉夫·苏克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38次会议。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沃伊斯拉夫·苏克20
日在日内瓦表示，人权理事会将按照有关程序尽
快选举新成员，以替代声称要退出人权理事会的
美国。 新华社/路透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

将尽快选举新成员以取代美国

在巨大争议和反对声中被迫改弦易张

特朗普叫停 举措
美将继续实施针对非法移民的“零容忍”政策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签署行政令，叫停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抓捕非法入境者时采取的将未
成年人与其家人分离的“骨肉分离”举措。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实施针对非法移民的“零
容忍”政策。

分析人士指出，“骨肉分离”举措引发了巨大争议和美国各界的反对声音，特朗普政府在压力下
被迫改弦易张。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投票不足5个月，移民政策可能成为选举最重要议题之一。

连日来，移民儿童被关押的视
频画面和小女孩哭喊着找妈妈的录
音，让美国社会对强行将移民儿童
与家长分离这一做法的反对情绪迅
速升温。

一直宣称自己不会让步的特朗
普20日签署行政令，叫停“骨肉分离”
举措。他在签字时表示，美国政府将

继续实施针对非法移民的“零容忍”
政策，但今后将把非法入境者与其未
成年子女一起拘押，而不是将其未成
年子女另行安置。特朗普20日在白
宫椭圆形办公室告诉媒体记者，行政
令“要让那些家庭团聚，同时确保我
们拥有非常强大、非常牢固的边境”。

现行办法是，非法移民家长拘

押在联邦监狱、移民拘留所等场所，
他们的未成年子女由美国海关和边
境保护局或者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
属难民安置办公室安置。根据特朗
普的行政令，国防部将协助拘押非
法移民家庭。美联社报道，得克萨
斯州和阿肯色州的军事基地已经开
始相关评估。

总统行政令给司法部“布置任
务”，即让司法部请求一家联邦法院裁
定，允许非法移民子女可以一直待在
父母身边，直至对父母的审理终结。

根据1997年一项集体诉讼形成

的和解协议，非法移民子女只能由美
国联邦政府接管20天。换句话说，这
些非法移民家庭只能以“团聚”形式
拘押20天。

路透社报道，以往美国政府的做

法是，20天后将非法移民全家释放，
即“抓了再放”。在特朗普政府“零容
忍”政策背景下，一旦非法移民家长
所涉案件审理过程超出20天，他们的
子女如何安置，依然是未知数。

卢拉工人出身，2003年至2010
年担任总统期间，引领巴西经济高速
发展，使大量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获
得较高声誉，卸任时支持率依然高达
80％。今年1月，巴西联邦法院二审
认定卢拉贪腐和洗钱罪名成立，判处
他12年零1个月监禁。

今年4月7日，卢拉入狱服刑，持
续近两年的案件基本尘埃落定。尽管
如此，卢拉的政治影响力并没有因此
降低。巴西劳工党依然推举他为总统
候选人，卢拉本人也在狱中接见劳工
党重要人物，积极筹备大选。

巴西最高选举法院预计在9月
对是否允许卢拉成为总统候选人做

出裁决。虽然最新民调显示，卢拉
的支持率达到31％，远超其他潜在
总统候选人，但是根据巴西有关法
律，二审定罪后的卢拉从法律上已
丧失未来 8年内参选公职的资格。
分析人士认为，卢拉最终获准参选
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王鹏认
为，如果卢拉不能参选，他选择支持哪
一位候选人将十分关键。民调显示，
卢拉的大多数支持者都将推崇他支持
的候选人。然而目前看来，除卢拉以
外，劳工党内很难再找出一名有分量
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很可能不得不支
持其他左派政党推举的候选人。

身陷囹圄的巴西前总统卢拉，已成为今年10月巴西大选的焦点。此前，巴西劳工党已正式推举卢拉为该党候选人。
虽然短期内还看不到获释可能，卢拉依然积极筹备大选。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卢拉领跑民调，但最终能否参选，还有待巴西最高选举法院裁决；传统政治力量遭腐败丑闻冲击，
使得非主流政党民意支持率上升。诸多因素综合发酵，让今年巴西大选选情更加扑朔迷离。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牙
膏、肥皂等日用化学产品中一种常见成分三氯生
可能会让人产生抗生素耐药性。

研究人员在由美国《国际环境》月刊刊载的报
告中写道，他们在实验室内让大肠杆菌曝露在浓
度为0.2毫克每升的三氯生中30天，发现大肠杆
菌的基因发生变异，令大肠杆菌显现更强的抗生
素耐药性。

昆士兰大学网站19日援引研究人员的话说，
尽管多数人知道滥用和误用抗生素会让细菌产生
抗生素耐药性，成为“超级细菌”，但研究人员先前
不知道其他化学品也可能造成抗生素耐药性。鉴
于这项新发现，研究人员认为，需要重新评估三氯
生等化学品的可能影响。

三氯生是一种常用消毒剂，广泛用于牙膏、肥
皂、洗手液等生活用品。研究人员说，这些化学品
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在更大的环境里会有更
高水平的残留，可能引起多种药物耐药性。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禁止在一些洗浴
产品中使用三氯生等抗菌成分，认为含三氯生的
抗菌皂杀菌效果并不优于温水加普通皂。

黄敏（新华社微特稿）

最新研究显示

牙膏和肥皂也可能
让抗生素失灵

2014年，巴西司法机构启动“洗
车行动”，巴西石油公司、奥德布雷
希特建筑公司等企业在海外行贿等
非法行为被挖出，众多政界和商界
重量级人物卷入其中。腐败丑闻使
巴西传统政治力量遭受打击，一些
非主流政党候选人趁势登台，使得
选举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巴西民调机构6月公布民调结
果显示，右翼政治人物雅伊尔·博尔
索纳罗以17％的民意支持率排名第
二，巴西前环境部长玛丽娜·席尔瓦
以10％的支持率排在第三，随后是
巴西社会民主党人、圣保罗州前州长
热拉尔多·阿尔克明和来自民主工党

的西罗·戈梅斯，支持率都是6％。
劳工党、社民党和民运党是巴西

三大传统政治力量，前几届大选也多
在三大党之间展开角逐。分析人士
认为，本次大选，支持率靠前的博尔
索纳罗、席尔瓦都来自非主流的中小
党派，打破了传统竞选力量格局。从
目前情势看，很难预测哪两股力量能
够进入最后比拼。

王鹏认为，在传统政治力量形象
受损之时，博尔索纳罗以其富有争议
的立场受到广泛关注，具有一批比较
稳定的支持者，期待变革的选民倾向
于支持他。但是，他的立场可能无法
吸引中间立场选民。这意味着，即便

博尔索纳罗进入大选第二轮，可能也
难以获得最终胜利。

此外，持中左立场的席尔瓦
2018年之前两次竞选总统，具有较
高知名度。但她没能得到主流政党
支持，缺少竞选资金，在媒体宣传和
竞选团队支持等方面也面临问题。

来自左翼民主工党的戈梅斯目
前支持率不高，但如果卢拉无法参
选，其支持者很可能转而支持他。持
中间立场的巴西社会民主党人阿尔
克明选情不佳，他所在的政党因为受
腐败案牵连而一蹶不振。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记者
刘莉莉）

卢拉能否参选依然存疑 非主流政党候选人登台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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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非法移民家庭“团聚”

美政府只能接管非法移民子女20天

移民问题党争或影响美中期选举

分析人士认为，移民问题历来是
美国选举的关键议题。特朗普政府
在“骨肉分离”问题上受到的巨大压
力和前后反复已预示了这一议题在
今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中的重要性。

当前距离中期选举投票尚有一
段时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没有显现
出较大优势。“骨肉分离”引发的众
怒，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提供了

“炮弹”，甚至可能引发共和党内的分
化。多名共和党议员在这一问题上
与特朗普政府切割，国会共和党人也
在努力推动从立法上解决问题，试图
减少这场风暴的破坏性影响。

此外，迫于压力让步，对特朗普
政府也造成了政治损伤。有美国媒
体评论，特朗普的“零容忍”政策深
得白人铁杆支持者的欢心，在这一

问题上“服软”，将让这些支持者感
觉被疏远。

非法移民问题历来难解。非法
移民从贫困落后地区流向美国，带来
非法、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也制造了
众多的社会、经济甚至安全难题，民
意为之汹涌、社会因此分裂。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记
者柳丝 孙丁）

特朗普政府两个多月前开始对非法移民执行“零容忍”政策，
要求各边境州的联邦检察官打击非法越境初犯者。国土安全部
统计，5月5日至6月9日，在与墨西哥接壤地区，超过2300名移民
儿童被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

根据美国司法部对非法入境者“零容忍”的政策，美国边境执
法人员今年4月开始在逮捕非法入境者时强制分离其未成年子
女，即所有被逮捕的非法入境者都会被关押入狱面临审判甚至遣
返，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其子女另行安置。美国这一移民“零容忍”
政策自实施以来饱受国际社会诟病。

（据新华社6月21日电）

饱受诟病的美移民“零容忍”政策
新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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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分离”

6月20日，特朗普在白宫展示签署的行政令。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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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交通部门计划，沙特阿拉伯女性将从今
年6月24日起可开车上路。沙特交通总局6月4
日向10名沙特女性颁发驾照，这是沙特历史上首
次向女性颁发驾照，为女性开车上路铺平道路。

3月7日，在沙特吉达，一名女子接受驾驶培
训。 新华社/法新

沙特历史上
首次向女性颁发驾照

英国议会20日表决通过政府提出的《退出欧
洲联盟法案》，确立明年3月29日正式退出欧盟
后的法律框架，废止欧盟法规在英国法律体系中
的优先权。法案只待女王签署即可生效。

首相特雷莎·梅说，法案通过是“脱欧”程序向
前推进的关键一步。不过，就英国与欧盟今后关
系的诸多安排，她仍需不断协调政府和议会内部

“脱欧派”与“亲欧派”的纷争。
企业界催促英国政府尽快确认立场，否则难

以制定生产经营计划。德国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国分公司首席执行官于尔根·梅尔告诉路透社，
希望特雷莎·梅政府迅速就“脱欧”后英欧经贸关系
作出安排，“如果不行，到时候我们只能默认仍按
（欧洲）关税同盟规则行事。”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关键“脱欧”法案过关

伊拉克最高法院裁定
重新统计议会选举选票
此举势必将推迟新政府组阁过程

据新华社巴格达6月21日电（记者张淼 程
帅朋）伊拉克联邦最高法院21日裁定，此前国民议
会通过法案提出重新统计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全
部选票的要求符合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同时否决了
取消流离失所民众和海外民众等投票结果的要
求。分析人士指出，联邦最高法院裁定重新统计选
票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举最终结果尚有待观察，
但此举势必将推迟伊拉克新政府的组阁过程。

联邦最高法院院长迈扎特·马哈茂德在当天
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议会的决
定合乎其权力且遵循程序，与宪法规定并不相悖。

伊拉克5月12日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什
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领导的“行走者联盟”获得国民
议会全部329个席位的54席，领先其他政治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