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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发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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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不断渲染乌克兰
问题中的俄罗斯战争威胁，一个重要目的
是拉拢欧洲国家形成统一的对俄立场。

莫斯科国立大学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
研究基金会主任尤里·罗古列夫指出，一直
以来，美国以提供安全保障为由，迫使欧盟
服务于自己的地缘政治目的。对美国来说，
乌克兰是进一步控制欧盟的绝佳工具。美
国通过渲染俄罗斯军事威胁，持续维持东欧

地区高度紧张的军事政治局势，从而牢牢地
把欧盟捆绑在美国霸权的战车上。

然而，欧洲有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俄
乌爆发冲突，直接受害者不会是美国，而
将是欧洲国家，因此多数欧洲国家在乌克
兰问题上并不希望完全受美国控制。

俄罗斯与美国及北约等组织上周举
行了涉及乌克兰局势的系列安全磋商，
但欧盟并没有受邀参加，这令欧盟颇为

不满。法国《世界报》刊文指出，在此次
乌克兰危机处理中，欧洲“被”靠边站了。

而且，欧盟内部难以在乌克兰问题上
达成一致。德国等“老欧洲”国家与俄罗
斯有着较为密切的经济尤其是能源合作，
对俄态度更加理性，而中东欧一些“新欧
洲”国家则因历史问题对俄心怀警惕。

在上述种种情况下，美国想要拉拢欧
洲国家共同遏制俄罗斯并非易事。

对俄罗斯放狠话

美国频打“乌克兰牌”意欲何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0日在德国柏林与德
国、法国、英国外交官员
举行会谈后就乌克兰问
题做出强硬表态。他
说，如果俄罗斯选择冲
突而不是外交途径解决
问题，将会面临严重后
果。美国总统拜登 19
日在执政一周年讲话中
威胁俄罗斯称，一旦俄
“入侵”乌克兰，将面临
严重后果。

分析人士指出，拜
登政府近来在乌克兰问
题上对俄罗斯保持高压
态势，频频渲染俄“入
侵”威胁，这背后有三重
盘算：进一步挤压俄罗
斯的地缘政治空间、以
安全威胁为由控制欧洲
国家、借乌克兰问题为
今年的中期选举造势。
但从目前形势看，恐怕
都难如愿。

近期，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加速
恶化，双方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
军事人员和装备。美国、乌克兰和北约
表示俄罗斯在靠近乌东部边境地区集结
重兵，有“入侵”之势。俄方予以否认，
强调北约活动威胁俄边境安全，俄方有
权在境内调动部队以保卫领土。

连日来，除了频繁对俄放狠话，美国
还通过多种手段对俄施压。美国国务院
高级官员日前证实，将向乌克兰提供2
亿美元的防御性军事援助。拜登政府

20日宣布，将对4名乌克兰公民实施制
裁，理由是这些人涉嫌受到俄罗斯安全
部门指示，帮助俄扩大在乌影响力。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长期将俄罗斯视
为战略对手，试图打压俄势力范围。乌克
兰由于其地理位置，不可避免地成为美遏
制俄罗斯的抓手。但对于俄罗斯而言，如
果乌克兰被完全纳入西方阵营，这将直接
威胁到俄地缘政治安全，这是俄无论如何
都不能接受的。

俄罗斯近期多次亮明立场，乌克兰不

能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并要求美国和
北约为排除北约进一步东扩的可能提供
法律保障。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
尔图诺夫指出，虽然拜登就乌克兰局势展现
对俄强硬态度，但就当前形势而言，这不会
对俄产生实质性影响。未来俄一方面将继
续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就战略稳定问
题与有关方面进行对话接触，利用外交渠道
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另一方面，俄也将积
极寻找替代机制以维护自身安全。

遏俄难

控欧难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拜登政府上台已
有一年，但其在内政方面上迟迟不见起
色，因此近期试图在外交方面发力，以为
今年举行的中期选举打下民意基础。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奥列格·巴拉
巴诺夫指出，对拜登而言，新冠疫情、通货膨
胀、政治分裂和两极分化等导致的“失分”难

以在短期内解决。如何利用热点问题凸显
外交“成绩单”，或将成为拜登和民主党备战
中期选举的重要抓手。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政府的这一
盘算恐难如愿。一方面，在过去的中期选
举中，外交议题的分量相对不重，美国民
众更加关注能够直接影响其生活的经济

等政策；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外交“成绩
单”一直不出彩：未能弥合美欧关系在特
朗普执政期间出现的裂痕；匆忙从阿富汗
撤军更令其政府形象大打折扣。此番突
击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角力很难助力其
中期选举。

（新华社华盛顿1月20日电）

助选难

新华社芝加哥1月20日电（记者徐
静）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日前发布
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民
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高达91%，在受
访国家中排名第一。

这项信任度调查涵盖政府、媒体、企
业和非政府组织4个领域。报告显示，

2021年中国在4个领域的信任度均上升，
在综合各领域得出的国家综合信任指数
方面，中国高达83%，同比增长11个百分
点，位列首位；美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
任度仅为39%，国家综合信任指数同比下
降5个百分点，跌至43%。

报告认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2020

年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
济正增长，这种经济发展动力贯穿了
2021年大部分时间。

报告还高度评价中国新冠疫苗研发
分发工作，并指出，全球使用的新冠疫苗
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此外，2021年
中国政府在治理污染、打击腐败方面也取

得进展。报告认为，中国的反腐败努力为
个人和企业提供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爱德曼公司2000年开始发布全球
信任度调查报告。今年的调查于2021
年11月1日至24日完成，调查对象来自
28个国家超过36000人，调查形式为网
上采访。

美国信任度调查报告：

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达91%

新华社华盛顿1月20日电（记者许
缘 高攀）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共和两
党140余名议员20日向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致联名信，呼吁扩大对中国输美
商品的加征关税豁免范围，以帮助美国
企业从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等风
险中复苏。

美国国会众议员在联名信中说，
依据“301条款”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的关税对美国制造业、农业、渔业、零
售业、能源、技术和服务业企业造成了
广泛影响，对消化关税成本能力较弱
的中小企业的打击尤为严重。同时，

“301条款”提高了一系列中国输美消
费品价格，损害了美国家庭和消费者
利益。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 2021 年 10
月曾表示，将启动针对性的关税豁免
程序，允许美国企业申请豁免某些中
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联名信认为
这是“重要的第一步”，有助于难以找
到替代商品的部分美国行业及其从业
者维持运营。但截至目前，该程序重
新审议并征求公众意见的中国输美商
品类别，仅占提出豁免申请的 1%，范
围“过于狭窄”。

众议员在信中呼吁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将上述关税豁免程序扩大至“301
条款”涵盖的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并将关
税豁免追溯效力延长至2021年10月12
日之前。

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经济深受其困。
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险情加剧，加
之美国劳动力供应短缺，美国企业面临越
来越高的生产和人力成本，阻碍企业扩大
生产经营。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商界要求
政府削减对华加征关税的呼声再起，以助
美国企业重获活力。

2021年 12月16日，代表160多家

行业协会的美国人支持自由贸易组织
发表声明，呼吁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上述关税豁免
程序广泛应用于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并
对已过期的关税豁免提供追溯效力。
该联盟去年11月15日也在一份声明中
呼吁美国政府取消对中国输美商品加
征的关税，以避免给美国企业增加不必
要的成本。

2021年8月5日，美国大约30个有
影响力的商业团体呼吁拜登政府开启削
减对中国商品整体关税程序，为部分企
业给予加征关税豁免。

观 天下

140余名美国国会议员呼吁

扩大对华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豁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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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0日电 美
国司法部马萨诸塞州联邦检察官20
日撤销针对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的
刑事指控。这位华人教授此前曾因被
指控未披露在中国的合作而遭美方逮
捕。美国媒体称，这是美国司法部所
谓“中国行动计划”遭遇的最新挫折。

美国检察官蕾切尔·罗林斯当天
发表声明说，在仔细评估最新获得的
证据信息后，检方已确定无法在后续
审判中履行举证责任。马萨诸塞州当
地法院法官随后批准撤销针对陈刚的

所有指控。
所谓“中国行动计划”由美国司法

部于2018年正式启动，宣称旨在调查
被认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商业机密
窃取和经济间谍活动。过去三年美方
曾起诉数十名学者和研究人员，其中
多数为华人。

2021年1月14日，陈刚被美方逮
捕。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拉斐尔·里夫
曾表示，陈刚受指控行为中所获资金
是用于推进团组工作和学院的研究及
教育任务。

美国检察官撤销对华人教授陈刚的刑事指控

汤加火山喷发导致秘鲁石油泄漏 污染21处海滩

1月20日，在秘鲁安孔，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清理被污染的海滩。
秘鲁政府20日宣布进入环境紧急状态，缘由是汤加火山喷发掀起的巨浪导

致一家炼油厂发生石油泄漏，污染这个南美洲国家21处海滩。秘鲁政府说，一艘
悬挂意大利国旗的油轮15日在太平洋沿岸地区拉潘皮拉炼油厂附近海域泄漏了
6000桶石油。

涉事炼油厂隶属西班牙莱普索尔公司。按照这家企业的说法，秘鲁政府没
有发布海啸警告，因而当火山喷发引发的巨浪来袭时，这艘船仍在向炼油厂卸载
石油，导致泄漏事件。出于健康考虑，秘鲁政府目前禁止民众前往21处受污染
的海滩。 新华社/美联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月20日电
（记者任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20日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
议上宣布，2月将出台欧盟《芯片法
案》，旨在把欧盟芯片产能从目前占全
球10%提升到2030年的20%。

冯德莱恩说，《芯片法案》将帮助
欧盟提升芯片研发和创新能力，为公
众支持欧盟首创的生产设施铺路，提

升应对短缺和危机的能力，并支持小
型创新型公司。

20世纪90年代，欧盟曾占据全
球芯片市场40%以上的份额，但这一
比例目前已经下降到10%左右。从
去年开始的全球芯片短缺严重影响了
欧盟各行业，汽车制造业受到的影响
尤为严重，凸显欧盟对境外芯片供应
商的过度依赖。

欧盟将出台《芯片法案》以提升产能

新华社吉隆坡1月21日电（记
者毛鹏飞 朱炜）马来西亚国际贸易
和工业部21日发布公告称，马来西
亚已于17日向东盟秘书处提交对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的核准书。

根据RCEP规定，该协定将在核
准书提交60天后生效。马来西亚贸
工部表示，RCEP将于3月18日起对
马来西亚生效，将为马来西亚经济提
供重要动力、增强多边贸易体系。

“RCEP将成为马来西亚在疫情后重
振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的关键。”

马来西亚贸工部预计，马来西亚
将成为在出口方面从RCEP获益最多
的东盟成员，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服
务提供商也将得以拓展更广阔的市
场。

RCEP今年1月1日起对文莱、柬
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
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10国生效，
并将于2月1日起对韩国生效。

马来西亚完成RCEP核准程序

1月 17日，在肯尼亚桑布鲁野生动物保护区，小象双胞胎和象妈妈走在
一起。

这对小象双胞胎一公一母，出生不满一周，在肯尼亚桑布鲁野生动物保护区
被人们发现。 新华社/美联

肯尼亚：小象双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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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防部21日说，俄方已经
派出操控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的
两个师赴白俄罗斯测试“俄白统一区
域防空系统”的准备状态并参加联合
军事演习。

俄国防部声明说，俄军防空部队
操控S-400的两个师和东部军区的
防空分队开赴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
区，在那里把装备装上平车，经由铁路
运送至白俄罗斯。

俄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福明
18日召集数十名驻莫斯科的外国武官，
通报俄方与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的

消息。福明说，俄军将派出12架苏-
35S型战斗机、操控S-400的两个师以
及操控“铠甲”防空系统的一个营。

俄罗斯国防部20日说，俄罗斯
海军本月起将在全球多地开展军事
演习，超过140艘军舰和60架战机
参与。演习将持续至 2月，地点包
括地中海、大西洋东北部和太平洋
等区域。

俄国防部说，这些演习旨在在全
球水域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并应对
针对俄罗斯联邦的威胁。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S-400装车出发 俄军赴白俄罗斯参加联合军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