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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断交风波对中东影响几何

美国退出 《巴黎协定》 事件
近来持续发酵。 美国国内， 特朗
普政府官员忙着参加各种电视节
目， 为这一决定辩解； 国际上，
来自各方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那么， 没有美国的 《巴黎协定》
将会走向何方？

答案是： 将会继续向前。
《巴黎协定 》 对２０２０年后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了框架
性安排， 其生效有两个 “５５” 门
槛， 即获得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量不少于５５％的至少５５个缔约方
批准。 目前除美国外， 已有１４０
多个缔约方批准该协议， 排放量
占比远超５５％。 因此， 美国退出
不会对 《巴黎协定》 的有效性产
生决定性影响。

２００１年， 美国时任总统布什
退出《京都议定书》，导致其他一
些发达国家效仿或削弱减排力
度。但不少专家认为，《巴黎协定》
不太可能步《京都议定书》后尘。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能源、 资源与环境学助理教授乔
纳斯·纳姆对新华社记者说 ， 与
２００１年相比， 国际政治环境已发
生根本性改变， 《巴黎协定》 获
得更多国家支持， 全球仅叙利亚
和尼加拉瓜未签署协议。

德国伍珀塔尔气候环境和能
源研究所副所长曼弗雷德·菲舍
迪克认为， 美国退出 《巴黎协定》
后， 世界气候政策的未来走向将取
决于国际社会如何应对，“目前看
来，信号都是积极的。美国成了唯
一看不清时代征兆的国家， 来自
欧盟和中国的反应则带来希望：
美国的做法不会引发连锁反应。 ”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至少短
时间内将自下而上推动构建低碳

经济。特朗普政府虽然“退约”，但
截至５日，美国已有１３个州宣布加
入由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纽
约州三州州长１日发起的“美国气
候联盟”； 已有２１１个美国城市市
长承诺将接受、尊重和恪守对《巴
黎协定》所定目标的承诺。

美国环境保护局统计数据显
示， 美国２０１５年温室气体排放较
２００５年下降１１．５％。 美国南加州
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修·卡恩乐观
地预测 ， 即便在特朗普执政期
间， 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不会
上升， 在全球排放量中占比还会
持续下降。

卡恩向记者列出 ３点原因 ，
一是美国人口增速缓慢； 二是美
国人均收入增速缓慢； 三是美国
碳强度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
排放量） 将持续下降， 因为美国
发电厂正从煤炭发电向天然气与

可再生能源发电转型， 该趋势在
特朗普政府时期将会持续。

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一
个理由是，它将给美国带来“苛刻
财政和经济负担”。但有关统计显
示，目前超过３３０万美国人从事清
洁能源相关工作， 超过美国传统
化石能源行业提供的职位数量总
和；２０１５年，美国太阳能和风能行
业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比其他行
业快１２倍。 正如美国前总统奥巴
马所言， 应对气候变化并不等于
经济增速减缓与生活标准降低。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 气候变
化虽是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之
一， 但也是个巨大的商机。 退出
《巴黎协定》 为美国清洁能源行
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特朗普政
府的这一做法可能是自断商机。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
金会能源与气候项目副研究员戴

维·利文斯顿对记者说： “在美
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的背景下 ， 退出 《巴黎
协定》 将进一步缩小美国企业和
工人参与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一些
市场并从中受益的窗口。”

德国伍珀塔尔气候环境和能
源研究所能源、 运输和气候政策
专家沃尔夫冈·奥伯加塞尔也表
示， 能源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美
国退出 《巴黎协定》 是在放弃自
己在新能源科技领域本来具有的
先发优势， “无论从产业政策角
度还是就业角度看， 这都是十分
短视的行为”。

伍珀塔尔气候环境和能源研
究所可持续发展专家赫尔曼·E·
奥特表示， 鉴于 《巴黎协定》 的
退出机制， 美国完全退出可能需
要４年时间， 即等到下届美国总
统选举之后。 在此之前， 美国还
将继续留在全球气候政策的谈判
桌前。 因此， 还需观察将来美国
是对 《巴黎协定》 后续谈判进行
阻挠， 还是选择无视谈判进程同
时被其他国家无视。

奥特提出， 德国和欧盟应和
美国一些州开展紧密的气候合
作， 同时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与
富有雄心的国家结成联盟， 防止
来自美国政府的阻挠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 总体而言 ，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势不会改
变。 中美气候合作对《巴黎协定》
的达成与快速生效曾经起到了关
键作用。 尽管美国退出协定将削
弱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
力， 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都展示了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的
决心， 它们将成为坚持《巴黎协
定》 的压舱石。 据新华社

没有美国的《巴黎协定》将会怎样

新华社电 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５日正式接纳黑山为第２９个
成员国。 这是该组织自２００９年
来首次东扩。

黑山总理杜什科·马尔科维
奇当天在华盛顿出席黑山加入
北约的仪式时表示， 黑山将坚
决拥护和支持北约组织将注意
力重新集中在西巴尔干地区并
寻求将西巴尔干地区其他国家
纳入该组织。

黑山的加入是继２００９年克
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加入北约
后， 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又一
次扩张。 有分析人士指出， 北
约接纳黑山更多是出于战略考
虑， 即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巴
尔干半岛的影响力。

北约再次东扩
黑山成第29个成员国

新华社电 在夜视仪等观测
装备不断涌现的现代战场上 ，
夜晚作战还能隐身吗？ 为解决
这一问题， 俄罗斯研制出一种双
面喷镀特制金属的斗篷， 它能使
微光夜视仪和红外热像仪难以分
辨出被它包裹的人体， 以期在
夜战时尽可能逼近敌方目标。

据俄 “军事观察” 网站报
道， 斗篷的内表面纺织物上含
有防止人体热量外泄的金属材
料， 并能确保斗篷的外表面不
被体温加热。 如此一来， 该斗
篷的表面温度和散热指数可与
周围自然物体基本保持一致 。
用红外热像仪远距离观察这个
斗篷时， 看不出它具有与四周
对比明显的热量斑块， 因而难
以分辨出被它包裹的人形。

微光夜视仪可将各种物体
在夜间反射的微弱灯光或月光、
星光尽可能增强放大， 以达到肉
眼辨识的程度。 人体与自然景物
反射的各种光亮强弱不同 ， 因
此会暴露目标。 而上述斗篷外
表面的纺织物被某种金属渗入
后， 能较好地模拟周围物体的
自然反光， 从而使斗篷的轮廓
线变得模糊， 让微光夜视仪难
以将其与周围环境区分开。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维多利
亚州警察厅６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表示 ， ５日在墨尔本东南一
处酒店式公寓发生的人质劫持
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

警察总监格雷厄姆·阿什
顿说 ， 劫持者雅各布·海尔现
年２９岁， 已被警方击毙。 警方
正在调查他５日晚枪杀公寓工
作人员和劫持人质的行为， 是
否为引诱并袭击特警。 阿什顿
还证实， 海尔正处于假释期。

虽然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宣布制造了这一事件， 但澳警方
说， 证据表明是劫持者本人策
划和实施了这起恐怖袭击。

“多年前他因谋划恐怖袭击
受到调查，因为他涉恐的背景，
我们知道这个人。”阿什顿说。

据当地媒体报道， 海尔早
已被安全部门注意。 在２００９年
被挫败的一起恐怖袭击图谋
中， 反恐机构将此人视为 “风
险较低的相关者 ”。 他在２０１３
年１０月因吸毒闯入民宅入狱 ，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获准假释。

喷镀金属斗篷
助士兵夜战“隐身”

墨尔本人质劫持事件
是一起恐怖袭击

巴林、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 埃及和也门等中东
国家５日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指
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并破
坏地区安全局势。 卡塔尔外交部
发表声明称沙特等国的断交决定
“毫无缘由”。

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断交风
波显示，在逊尼派大国沙特与什叶
派大国伊朗持续角力的背景下，
中东各国正面临日益增大的 “选
边站”压力，海湾及阿拉伯国家内
部团结再遭重创。 卡塔尔在断交
压力下将如何抉择引人关注。

壁垒恐日趋分明
媒体普遍认为， 直接引发此

次 “断交潮” 的导火索， 是卡塔
尔埃米尔 （国家元首） 塔米姆上
月下旬一次有关应与伊朗缓和关
系的讲话。 尽管卡塔尔政府称讲
话内容是入侵卡塔尔国家媒体网
站的黑客所伪造的， 但沙特等国
仍反应强烈。

分析人士指出， 卡塔尔遭连
环断交， 显示海湾乃至中东地区
国家将越来越难以超脱于沙特与
伊朗间的对立， 两大阵营间的壁
垒恐将日趋分明。

卡塔尔近年的外交政策在中
东地区显得有些 “特立独行 ”：
其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抵
抗运动 （哈马斯） 等组织的立场
与沙特、 埃及等地区大国存在较

大分歧； 其与伊朗一直保持良好
关系的做法也令一直视伊朗为敌
的沙特颇感不快 。 ２０１４年 ， 沙
特、 阿联酋和巴林曾宣布召回各
自驻卡塔尔大使， 导致海湾局势
一度紧张。

另一方面 ， 在叙利亚问题
上， 卡塔尔支持推翻巴沙尔·阿
萨德政权 ， 与沙特等国立场一
致。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访问沙
特时， 卡塔尔领导人也作为沙特
的座上宾出席了相关活动。

分析人士认为， 特朗普在此
次中东之行中试图通过拉拢沙特
等逊尼派国家对抗伊朗， 这一激
化沙特与伊朗矛盾的举动挤压了
卡塔尔的外交回旋空间。

埃及开罗大学国际关系学教
授努尔汗·谢赫说， 卡塔尔长期
以来与伊朗维持较为密切的经贸
往来， 近期更是不顾特朗普中东
之 行 后 形 成 的 阿 拉 伯 国 家 反
伊 氛 围 ， 频 频 向 伊 朗 示 好 ，
“终于为其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
付出了代价”。

海合会遭受重创
在最先宣布与卡塔尔断交的

四个国家中，除埃及外，沙特、巴
林、阿联酋都与卡塔尔一样，是海
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海合
会）成员国。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断
交风波显示海湾国家内部矛盾正
在扩大， 海合会在地区问题上的

影响力将因此大大下降。
海合会成立于１９８１年， 包括

沙特、 巴林、 阿曼、 科威特、 阿
联酋和卡塔尔等六个国家， 总部
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 是海湾地
区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组织。

近些年来， 随着叙利亚、 伊
拉克、 埃及等传统中东强国面临
各自危机与挑战， 以沙特为首的
海合会凭借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
在阿拉伯世界赢得日趋重要的政
治地位， 在地区影响力上已能逐
渐与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盟） 分
庭抗礼， 甚至能更胜一筹。

２０１０年开始席卷中东的所谓
“阿拉伯之春 ” 爆发后 ， 奉行
“小国大外交” 的卡塔尔试图与
沙 特 争 夺 海 湾 领 导 者 地 位 。
双 方 矛 盾 因 此 不 断 累 加 ， 并
在２０１４年的外交风波中首次摆
上台面， 直到此次断交风波全面
爆发。

分析人士认为， 在此次 “兄
弟阋墙” 的断交风波后， 海合会
国家恐将难以再一致对外， 海合
会 对 地 区 问 题 的 影 响 力 将 日
趋减弱。

与此同时， 由于阿盟成员国
内部矛盾重重的现状短期内难以
改变， 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
内， 阿拉伯国家内部将缺乏有力
的协调机制与平台， 这将招致域
外国家对阿拉伯事务更为频繁的
干涉。

卡塔尔面临抉择
沙特等国在作出断交决定的

同时宣布关闭与卡塔尔边境、 暂
停航班往来、 禁止卡塔尔使用其
领空和港口等措施。 分析人士认
为， 上述举动近似于全面制裁，
对卡塔尔外交和经济层面施加的
压力远非２０１４年可比， 卡塔尔需
尽快作出抉择， 明确应对之道。

努尔汗·谢赫认为，卡塔尔若
继续向伊朗示好，美国很可能将其
驻扎在卡塔尔的军队撤出， 自身
国力不强的卡塔尔将无法承受被
海湾和阿拉伯国家孤立的局面。
他预计卡塔尔将会“服软”，并被
迫驱逐其庇护的穆兄会领导人。

有专家表示， 不排除卡塔尔
在断交压力下将矛盾激化的可能
性， 而这将给中东地区局势带来
新的不稳定因素。

花旗银行中东地区首席经济
学家法鲁克·苏萨表示， 由于沙
特等国没有明确设定撤销断交令
的条件， 卡塔尔既可能寻求快速
和解， 也可能在权衡得失后索性
坚持自身立场。

不过， 同为海合会成员国且
没有与卡塔尔断交的科威特目前
已表达居间斡旋的意愿。 科威特
此前也曾成功调解２０１４年卡塔尔
遭遇的外交风波， 此次或将在斡
旋中再次发挥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日在白宫宣布， 美国将退出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的 《巴黎协定》。 图为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发表讲话后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