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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中东和平新计划”

阿盟的底气有多足

阿拉伯联盟（阿盟）1日在
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紧急外长会，
会后发表公报，宣布拒绝接受美
国政府提出的“中东和平新计
划”，支持巴勒斯坦合法权利。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中
东和平新计划”罔顾巴勒斯坦
利益，严重偏袒以色列。但阿
盟内部立场分歧，此次会议支
持巴勒斯坦的态度更多出于道
义，恐难采取实质抵制行动。

阿盟会后的公报措辞强硬，不仅
明确拒绝美方提出的“中东和平新计
划”，而且警告以色列不要单方面执行
该计划。但阿盟内部立场并不一致，
如埃及此前建议巴以就美国方案提出
各自主张；约旦则强调“两国方案”是

“唯一途径”；沙特外交部却表示“欣
赏”美方的努力，建议巴以在美国主持
下协商解决分歧。因此，仅凭这样一
份公报无法真正阻止美国及其盟友继
续就“中东和平新计划”大做文章。

阿盟通过拒绝美国新计划的公报
后，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务院高级官员
的话说，阿盟的公报迎合了巴勒斯坦
的诉求，但并非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反
对“中东和平新计划”。

分析人士指出，阿盟内部矛盾给
美国和以色列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

美国政府在明知巴勒斯坦不会接受且
多数阿拉伯国家反对的情况下，依旧
宣布了这一所谓的“世纪协议”，以实
现自己的国内政治目的。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孙德刚认为，这份新计划是美国总统
特朗普送给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院外
集团的一份大礼，旨在为今年竞选连
任铺路。虽然阿盟通过了拒绝这一计
划的公报，但公报只有象征意义，对巴
勒斯坦只能提供道义支持。

专家认为，阿盟在巴以问题上的
立场不会影响沙特等海湾国家继续同
美国、以色列合作，以应对所谓的“伊
朗威胁”。整体上看，阿拉伯世界反对
美国的力量依旧较弱，尽管在道义上
同情巴勒斯坦，但难以采取反对美国
的实质行动。

巴以各施手段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日在开罗
表示，巴方拒绝接受“中东和平新计
划”，并将断绝与以色列和美国的“一
切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巴勒斯坦是“中东
和平新计划”的最大受害者，而以色列
则是最大受益者。以色列恐怕会以巴
勒斯坦拒绝新计划为由将“抵制和平”
的帽子扣在巴方头上，并以新计划为
依据强化自己的强势地位，继续挤压
巴勒斯坦的生存空间，使巴勒斯坦的
建国梦越来越渺茫。

从内容上看，“中东和平新计划”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
首都”，这与巴勒斯坦建立以东耶路撒
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的目标背道而
驰。此外，新计划承认以色列在约旦
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主权，使巴勒

斯坦实际控制地区进一步碎片化，损
害巴勒斯坦领土利益。

孙德刚认为，过去几年，以色列通
过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不断蚕食巴勒斯
坦领土，造成既定事实，单方面吞并约
旦河谷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目前，巴以双方都在争取外部支
持。巴方希望建立一个国际性协调机
构，监督联合国相关合法决议的落
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在“中
东和平新计划”公布后火速访问俄罗
斯，与俄总统普京讨论了这一计划。

专家认为，在巴以问题中，巴勒斯
坦相对缺乏有效反制手段，因此更需
要进一步争取阿拉伯国家的外部支
持，以及在联合国范围内获得更广泛
同情，以继续抵制“中东和平新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记者孙萍）

英国日前正式“脱欧”并进入过渡
期，过渡期将于2020年12月31日结
束。专家认为，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英
国要与欧盟、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达
成贸易协定挑战巨大，充满不确定性。

与欧盟方面，专家预测，英欧双
方有望在年底前达成涉及货物零关
税、零配额的基本自贸协定。

英国经济学前沿咨询公司国际
贸易政策专家阿马尔·布雷肯里奇认
为，英国与欧盟在年底前的谈判目标
将是达成一项基本自贸协定，给予对
方免关税、免配额的市场准入，涵盖

海关措施、原产地规则等。
他认为，除基本自贸协定外，英

欧还需通过协议等形式来解决其他
更复杂问题。双方在渔业、金融服务
业等领域存在较大分歧，在有限时间
内达成全面贸易协议的可能性较低。

欧洲改革中心高级研究员山姆·
洛韦认为，英欧在年底前达成自贸协
定是可能的，但英国可能面临欧盟提
出的一系列先决条件，包括允许欧盟
进入其捕鱼水域、承诺不降低环境和
劳工标准以及遵守国家援助法律等。

除英欧贸易谈判外，在“脱欧”过

渡期内，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享受的
与加拿大、日本等国的自贸安排也需
要转签，否则年底与这些国家的贸易
将面临“无协议”状态。

布雷肯里奇认为，与加拿大、日
本等贸易伙伴的“延续性”自贸协定
谈判是当务之急。他表示，“延续性”
贸易谈判的挑战在于这些贸易伙伴
缺乏与英国立即展开谈判的动力，有
些贸易伙伴可能会根据英欧贸易谈
判结果来决定与英国的谈判条件。

与此同时，专家预计，英国将同步
推进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贸

易谈判，其中英美贸易谈判是重中之重。
布雷肯里奇认为，鉴于英美贸易

协议将对英国谈判能力提出较高要
求，两国在年底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不大。他认为，双方可能会通过政治
声明等形式，实现服务业标准互认、
促进投资及商业便利化措施等目标。

洛韦也不看好英美贸易谈判前
景。他指出，美国政府贸易政策难以
预测，而且美国还有可能试图影响英
欧贸易谈判。

（新华社伦敦2月2日电 记者
杨晓静）

英国“脱欧”进入过渡期，贸易政策面临巨大挑战

这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
英国首相约翰逊1月31日晚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脱欧”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句话用来描述过渡期的英

国再形象不过。由于英国议会立法禁止延长过渡期，多方认为，英欧要在11个月内达成一份双方都满意的贸易协议，
难度超乎想象，渔业、航空业、医药、安全等领域的谈判难度更大。

另一场“马拉松”开启——

民众或承受
经济下滑之痛

当地时间1月31日23时，英国
正式脱离欧洲联盟。然而这一天的
到来，对于英国人乔·穆尼来说，却
意味着无法承受之痛。

“因‘脱欧’不确定性影响，都快
5个月了，我的房子还没卖出去。”
在英国海港城市多佛干了20多年
的货运代理商约翰·雪利告诉记
者。他认为“脱欧”将给多佛货运业
带来冲击，因此准备卖掉公司和房
子，离开英国。

“光多佛每天就有1万多辆卡
车进出，‘脱欧’之后通关手续繁琐，
每辆车可能因此滞留几天，而不是
几分钟，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头发
花白的雪利忧心忡忡地说。

英欧谈判中，贸易谈判是重中
之重，能否在11个月内达成一份免
关税的自由贸易协议，关系着成千
上万个企业的命运。如谈判不理
想，食品饮料、汽车制造等行业将首
先受到冲击。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协会
首席执行官迈克·霍斯认为，英国应
该尽快跟欧盟达成一份自贸协议，否
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进行贸易，行
业可能面临巨额关税。受“脱欧”影
响，英国汽车产量已连续三年下滑。

英国一家出口食品饮料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科林·瑞因福斯告诉记
者，“英国准备用11个月完成别人花
几年才能达成的协议，这意味着我们
很可能失去欧盟大市场。我们目前
正在加大对美国和中国市场的布局。”

不过，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
这天只是一个普通的周末。“这么多
年了，我现在对‘脱欧’这个词都烦
了，”70岁的老人阿利斯泰尔在一
家咖啡馆门前晒着太阳说，“已经走
到这一步了，就朝前看吧。”

历时约三年半，经过几度延期
和多轮谈判，一场漫长而痛苦的“长
跑”暂告一段落。然而，这并不是终
点，迎接英国的将是另一场“马拉
松”的起点。

（据新华社伦敦2月1日电 记
者于佳欣）

1月31日，在英国格拉斯哥，“脱欧”支持者参加庆祝活动。 新华社/美联

2月1日，在白俄罗斯明斯克，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左）和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克伊在新闻发布
会上握手。

当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见到访的美
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是美国国务卿时隔26年再
次访问白俄罗斯，旨在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新华社/美联

蓬佩奥访问白俄罗斯
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阿盟道义支持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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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佛罗里达州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新华社华盛顿2月1日电（记者孙丁）美国
东南部佛罗里达州里维拉比奇市1日发生一起枪
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里维拉比奇市警察局发表声明说，1日下午，
一场葬礼在当地一座教堂举行。葬礼结束后发生
了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伤者已被
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声明说，目前没有任何嫌疑
人被逮捕，相关调查正在展开。

里维拉比奇市位于佛罗里达州东海岸，距该
州旅游胜地迈阿密市约130公里。

坦桑尼亚发生踩踏事件
至少20人死亡，16人受伤

2月2日，在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省莫希市，
遇难者家属在医院外哭泣。

坦桑尼亚警方2日说，坦北部乞力马扎罗省
莫希市一座体育场1日晚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
少20人死亡，16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马来西亚调查
空客行贿亚航嫌疑
法英美三国检察机关指认空客向多国官员行贿

马来西亚反腐败委员会2月1日确认，正在
调查空中客车公司涉嫌行贿亚洲航空公司一事。

亚航总部设在马来西亚。英国重大诈骗案检
察局指认空客与亚航谈判飞机订单时资助一个由
亚航高级管理人员所有的运动队。英方检察人员
1月31日说，空客方面没有能够阻止与这家公司
有关的多名个人向亚航行贿。

马来西亚反腐败委员会主席拉茜法·科亚说，
反腐败委员会有权调查马来西亚公民和永久居民
在马来西亚以外任何地点的腐败行径，“就披露空
客（涉嫌贿赂）亚航一事，我确认反腐败委员会与
英国政府保持联络并已经着手调查”。

英国重大诈骗案检察局所作指认关联空客当
时的母公司欧洲航空防务和航天公司与凯特勒姆
一级方程式赛车（F1）队签署的资助协议。

空客官员否认行贿。这家公司说，将在1日
晚些时候发布声明。

空客1月31日同意向法国、英国、美国支付40
亿美元。三国检察机关指认空客向全球多国官员
行贿并掩盖那些支出。 刘秀玲(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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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刻不容缓，在这场与疫情的战斗中，银行
也在与时间赛跑。交通银行主动对接疫
情重点保障企业信贷资金需求，通过开
通授信审批绿色通道、下调贷款利率、延
期还款、无还本续贷等方式全力支持小
微企业抗击疫情。

绿色通道、一日放款

“我们急需采购一批医用防护设备，
但是现在武汉‘封城’，能尽快为我们提
供一笔贷款吗？”1月31日、农历大年初
七，在接到武汉当地医用口罩及防护服
企业——武汉中森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
司700万元的融资需求后，交通银行湖
北省分行从上到下快速响应，客户经理
当天撰写材料报审，分行各部门利用线

上办公，启动快审快贷绿色通道，克服
“封城”隔离带来的巨大困难，“特事特
办”于当日完成审批，将客户急需的款项
全部发放到位，同时积极落实防疫贷款
优惠利率政策，快速高效的服务得到了
企业和当地人民银行的一致好评。

“真没有想到春节期间，一笔贷款从
我递交材料到审批通过竟然2小时就完
成了。”湖南衡阳利衡医药科技公司负责
人感叹。这是一家消毒制剂生产企业，
当前资金困难，急需一笔资金采购酒
精。交通银行衡阳分行在主动对接疫情
防控企业金融需求时得知这一情况后，
第一时间组织人力、克服困难，各部门协
调配合，最终帮助该企业获批30万元个
人经营性贷款。

这样的快速放款背后，离不开交通银
行总行在春节期间制定一系列政策的支

撑。据了解，该行按照银保监会要求，第
一时间制定专门针对抗击疫情时期保障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特殊政策，如开通普
惠业务授信审批绿色通道，支持疫情防
控相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并给予利率优
惠；对受疫情影响经营遇到暂时困难的
小微企业，可通过展期、无还本续贷、信
贷重组等方式支持企业正常运营等。

重点企业、主动对接

为更好地为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提供
金融支持，交通银行总行下发《疫情防控
重点企业信贷支持名单》，要求各分行对
照名单主动联系客户，提供专人对接、专
班管理、专属服务的定向支持。

与此同时，各分行也成立专门工作小
组，积极对接所属地市经信委、市科委等政

府部门，对涉及疫情防控的相关企业进行
需求排摸，实行名单制管理，主动对接客户。

“我拿到名单后，主动与上海穗丰医
疗设备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得知这家做
试剂检测的企业在疫情期间有融资需求
后，立即帮其申报了1000万元贷款。”负
责这笔贷款的交通银行上海杨浦支行客
户经理王亦军如是说。

他口中的名单便是交通银行上海市
分行积极对接政府部门获取的抗击疫情
重点企业名单。拿到名单的当天，上海
市分行便指定专人对口联系企业，做到
名单内企业全覆盖；此外，交通银行上海
新区支行了解到上海宇昂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急需资金采购设备、扩大医用口
罩生产的信息后，假期期间及时给予该
公司5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授信，有力
支持抗击病毒实体企业的生产。

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也积极对接当
地政府部门，在了解到韶关最大药店连锁
企业广东爱心大药房有大量医用口罩、防
流感药品的采购需要，在此非常时期，辖
属韶关分行行长亲自与企业沟通授信相
关事项，分支行通力协作、连夜出具审查
意见，最终该笔500万元的贷款于企业提
出融资需求的次日凌晨完成审批，高效工
作节奏得到了授信客户的认可和赞赏。

邵阳同安医药有限公司是湖南省邵
阳市医药流通领域排名前列的重点企
业，其关联的宝庆大药房在邵阳地区有
连锁药店212家，在抗击疫情战役中，该
企业多方采购防疫物资平价供应邵阳市
场。交通银行邵阳分行在组织防疫物资
生产经营融资需求快速调查时，及时了
解到该企业为加大防疫物资采购存在融
资需求，从客户经理到行长立即投入工

作，24小时内审批完成800万元授信，并
成功发放首笔110万元资金，用于紧急
采购防疫物资。

延期还款、缓解压力

受春节假期延长影响，部分贷款到
期的小微企业无法正常还款，交通银行
各分行在总行统一部署下，积极主动排
摸，采用延长还款期限、无还本续贷等方
式缓解企业后顾之忧。

交通银行广西区分行在排查中发现，
该行客户广西康*公司贷款还款期恰逢春
节假期，立即主动联系客户，及时告知延期
还款方案，缓解企业在疫情期间的资金压
力；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在排摸之后，开展了
有针对性的展期、重组、续贷等工作，目前
已受理4家小微企业授信调整或展期。

2小时完成审批、下调贷款利率、延期还款

交通银行全力支持小微企业抗击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