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美国政府与欧盟10月30日在意大
利首都罗马就欧盟输美钢铝关税达成
协议，暂时平息双方持续3年的相关贸
易争端。

在罗马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
会的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当天
宣布，根据美欧双方达成的协议，美方
将继续对欧盟钢铝产品征收关税，但
将允许“一定数量”的欧盟钢铝产品免
关税进入美国市场，欧盟则同意放弃
提高报复性关税税率。她说，这项协
议将有助于缓解供应链紧张、降低美

国企业生产成本。
雷蒙多没有公布欧盟输美钢铝产

品的免税配额，但强调协议规定从欧盟
进入美国的钢材必须“完全”在欧盟境
内生产。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按照新协议，欧盟国家每年可向
美国免税出口约330万吨钢材。

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事务的执行
副主席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在社
交媒体上说，欧盟与美国同意“暂停”关
税争端，约定就钢铝有关贸易开展其他
合作。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

莱恩和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将于10
月31日正式宣布相关协议。

拜登今年初就任美国总统后，致
力于修复前政府时期受损的美欧关
系。2018年 6月，美国特朗普政府以
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开始对从欧盟
等经济体进口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
欧盟同月起实施反制，对多种美国产
品加征关税，包括哈雷摩托车、李维斯
牛仔裤和波旁威士忌等标志性美国产
品，并计划从2021年6月起采取进一
步反制措施。

欧盟原定今年把针对哈雷摩托车
等美国产品的关税提高一倍，但今年5
月宣布暂缓实施。双方约定今年12月
1日前解决关税争端，如果届时达不成
协议，欧盟将对美国产品提高关税。

美方加征关税前，欧盟每年向美国
出口约500万吨钢材。美联社说，特朗
普政府加征钢铝关税引发的贸易战不
仅伤害了欧盟国家生产商，同时推升了
美国相关企业的成本，也没有实现他声
称的会给美国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暂时平息双方持续3年的相关贸易争端

美欧达成钢铝关税协议

近期，美国供应链受阻问题愈发突
出，疫情形势下港口超负荷、卡车司机短
缺等，令美供应链受阻问题雪上加霜。究
其深层次原因，一段时间以来美政府的经
济政策和应对举措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使
得供应链问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

美国前两大集装箱港洛杉矶港和长
滩港外，27日仍有数十艘集装箱货轮等
待入港卸货，耗时最长的一艘已经等待
了 38 天。港口内的情况更不容乐观。
一个集装箱在港口货场等待搬运的时间
称为“停留时间”。洛杉矶港的停留时间
当前创下历史新高，陆路运输停留时间
超过6天，铁路运输近12天，而装载空集

装箱的卡车等待货场空位卸载的时间为
8.5天。港口货场超负荷，大量集装箱已
将货场挤满。

除货场短缺外，卡车司机人数也同
样有限。美国卡车运输业协会的最新数
据显示，全国短缺8万名卡车司机，缺口
刷新历史纪录。此外，缺少卡车零配件、
轮胎等也困扰着货运公司，而这些物资
短缺本身就是供应链不畅的后果。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
起的贸易战是疫情形势下出现供应链问题
的背后原因之一。美国物流专业媒体指
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运输的产品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多，超出了系统最初设计的

能力范围。作为美国主要集装箱港，洛杉
矶港今年预计处理1080万个标箱，比去年
增加17%，创开港以来最高纪录。

美国媒体《福布斯》指出，本轮供应
链问题始于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美
国企业为躲避增加关税，争先恐后囤积
库存，给物流带来了最初压力。此外，
新冠疫情让全球物流业失去可预测性
和精确性。去年底，美国供应链裂痕已
经出现，但华盛顿忙于党争并不重视，
直至今日全链条各环节都显现出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相对消费者需求的
增长，商家囤积货物的需求给供应链带
来的冲击更大。对于一些曾面临低库

存危机的公司来说，保障供给成为眼下
重中之重。这是导致供应链超负荷的
更深层原因。

有分析认为，解决供应链问题，需要
对供给侧和需求侧做重新评估，找到相对
固定的平衡点，但这一过程会受到新冠疫
情不断反复等因素干扰。更令人担忧的
是，美国经济政策不稳定，特别是其不断
试图操纵贸易政策，重构全球产业链。这
将造成供应链供需数据经常和长期处于
异常状态。在此情况下，美国的供应链
负荷异常恐将成为新常态。

（新华社洛杉矶10月31日电 记者
黄恒）

美供应链受阻问题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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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会支持全球企业税改
实施15%最低企业税，全球每年税收可增加1500亿美元

德拉吉说：“我们为实现更公平有
效的国际税制达成历史性协议。”他表
示，这是一项多边主义的成果。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对媒体
记者说，这一结果是“数字化时代推进
公平的清晰信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年提
出这一税制改革方案，为应对数字化
经济时代对国际税收制度构成的挑战
而设计“双支柱包容性框架”：一方面
确保对大型跨国企业的利润征税权在
各国间更公平地分配，要求跨国企业
在其经营活动所在地、而非仅仅在其
总部注册地纳税；另一方面，将全球最
低企业税率设为15%，适用于年收入

超过7.5亿欧元（约合8.7亿美元）的
跨国企业。

今年7月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
行行长会议已经对这一税改方案予以
支持。

经合组织秘书长马赛厄斯·科尔
曼10月30日说，改革后的税制将“彻
底打消世界各地企业为避税目的重组
业务的意图”。据经合组织估算，实施
15%最低企业税，全球每年税收可增
加1500亿美元。

经合组织10月早些时候宣布，经
济总量占全球九成以上的136个国家
和地区支持这一税改方案。经合组织
期望改革方案2023年开始落实。

美国有不少大型跨国技术企业如
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在欧洲广泛
开展业务，但法国等一些国家指认这
些企业利用欧盟税法漏洞，将部分营
业收入转入地区内低税率国家如爱尔
兰或荷兰，企业在经营地的纳税额与
其赚取的巨额利润不相称。法国等国
及欧盟近年已着手修订税法。

美国总统拜登今年1月上任后支
持税改方案。尽管15%的税率标准低
于拜登最初提议的21%，他仍在社交
媒体对这一成果表示满意。不过，重
新分配跨国企业利润征税权的方案先
前在美国国会遭遇强烈反对，理由是
美国互联网和技术巨头利益将受损。

在二十国集团之外，一些发展中经
济体认为15%的最低税率仍不足以解
决跨国企业避税问题。法新社报道，其
中一个理由是当前全球平均企业税率大
约为22%，本身就高于15%。

阿根廷经济部长马丁·古斯曼说，
“跨国企业避税问题是全球化最有害的
影响之一”，阿根廷原本希望将最低企业
税率定在21%甚至25%。不过，阿根廷
最终同意15%方案，而肯尼亚、尼日利
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仍在观望。

经合组织税务政策主管帕斯卡尔·
圣阿芒说，最终协议是经过与发展中经
济体谈判后达成，“反映对方大部分诉
求”，但“它确实是一种妥协（方案）”。

法新社援引经济界人士的分析报
道，谈判也对爱尔兰、爱沙尼亚、匈牙利
等欧洲低税率国家作出让步，以换取支
持。爱尔兰放弃原本12.5%的企业税
率，条件是最低税率设定为15%，而非
更高。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有待落实

“妥协”方案

一名记者走在峰会媒体中心。新华社发

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10月30日
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G20）罗马峰会确认
支持向大型跨国企业征收最低15%企业税
的国际税收制度改革方案，旨在防止跨国企
业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经济体等做法。

图为安德鲁·科莫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资料照片。
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县治安官办公室10月28日对前州长安德鲁·科莫

提起刑事起诉，指控他“强行触摸”一名女性。 新华社/法新

涉嫌性犯罪 纽约前州长科莫被起诉

据新华社罗马 10 月 30 日电
（记者李骥志 陈占杰）美国、德国、英
国、法国领导人30日在意大利首都
罗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期间举行会晤。四国领导人在会后
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美国总统拜登

“明确承诺”美方将有条件地重返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声明说，拜登“明确承诺”，只要
伊朗恢复履约，美国愿重返并全面遵
守伊核协议。与会领导人对此表示

欢迎，并相信伊核问题相关方能够就
恢复和全面遵守伊核协议很快达成
共识，从而确保伊朗核计划完全用于
和平目的。

声明说，恢复履行伊核协议后，
针对伊朗的相关制裁将会解除，这

“将有利于伊朗经济增长”，但“只有
伊朗做出改变，这一切才有可能”。
四国领导人呼吁伊朗“抓住机会，展
现诚意”，称这是避免危机升级的唯
一可行方法。

拜登承诺美国将有条件地重返伊核协议

美国航空公司10月30日说，由
于天气恶劣、人手紧张，公司3天内
取消1400余架次航班。

路透社援引这家航空运营商的
声明报道，公司10月29日、30日和
31日分别取消376、551和480架次
航班。公司说，由于遭遇不利天气状
况，机组人员无法按时到岗，“人手开
始吃紧”，不过预计很快将恢复正常。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达拉斯

是美国航空公司最大航空枢纽所在
地。公司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
的航空枢纽同样有航班受影响。

随着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率提高、
政府逐步放宽防疫限制，航空旅客流
量逐步增大，美国多家航空运营商出
现人手短缺问题，眼下忙于增员。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眼下也在积
极招聘，希望今年年底前招到约5000
名新人。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天气差、人手少 美国航空3天取消千余航班

10月31日，南非德班的火灾现场浓烟滚滚。
南非德班一处工业园区发生油罐车起火事故并引发次生火灾，已造成2

人丧生，事故地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居民被撤离。 新华社/法新

南非德班油罐车起火

这是在埃及首都开罗以南的塞加拉地区拍摄的陵墓内的壁画。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30日发表声明说，开罗大学一考古团队在首都开罗

以南约30公里的塞加拉地区发现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一名高级官员的陵
墓。该陵墓距今约3300年，属于古埃及第十九王朝，陵墓主人是拉美西斯二
世统治时期的国库总管。 新华社发（埃及旅游和文物部供图）

埃及发现拉美西斯二世时期高级官员陵墓

据新华社瓦莱塔电（记者陈文
仙）马耳他大学10月29日发表声明
说，该大学和马耳他国立圣母医院的
团队联合研制出可降解、可定制的金
属骨骼支架。

声明说，研究人员利用医学成
像、3D打印和合金技术，成功研制出
金属骨骼支架。这种支架植入患者
体内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被吸
收和降解，最终可以让天然骨组织在
支架的位置上再生。

治疗骨折、骨肿瘤等骨骼系统疾
病的传统方法，一是骨移植，但需要
从患者身体的其他部位截取骨组织，
这对患者很痛苦；二是使用永久性金

属植入物，但每次手术都会导致骨量
减少。

马耳他研究人员首先对患者的
骨骼和将要放置骨骼支架的区域进
行CT扫描。数据输入计算机程序
后，研究人员设计支架，再用聚合物
材料3D打印出支架的模板。然后
将特定配比的铁、锰和银等金属的
粉末，通过烧结工艺覆盖在模板上，
最终加工成可植入患者体内的骨骼
支架。

声明称，研究人员已在猪骨上实
验成功，正继续进行毒性和微生物测
试，同时也在改进金属粉末配方，下
一步将寻求开展临床试验。

马耳他大学称研制出可降解的骨骼支架

图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港景象图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港景象。。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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