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今年前5个月外贸 “成
绩单” 10日出炉。 尽管遭遇保护
主义 “逆风”， 中国外贸表现依
旧稳健； 美方一意孤行升级对华
经贸摩擦， 不仅没有达到缩小贸
易逆差的预期目标， 反而促使逆
差持续扩大。

数据显示 ， 前5个月 ， 中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2.1万亿
元， 同比增长4.1%， 快于一季度
3.7%的增速。 中美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1.42万亿元 ， 同比下降
9.6%。 其中，我国对美出口1.09万
亿元，下降3.2%；自美进口3352.7
亿元，下降25.7%；对美贸易顺差
7506.2亿元，扩大11.9%。

招商证券分析显示 ， 美国5

月10日起将约2000亿美元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10%提高
至25%， 对这部分商品出口美国
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当前部分企业也在抢抓出口。 两
者作用相互抵消， 负面影响暂不
明显。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
院副院长庄芮认为， 我国对美进
出口的降幅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
出， 美国市场对我国产品的依赖
高于我国市场对美国产品的依
赖。 “这也表明， 美方一再挥舞
关税大棒， 实际上完全是发错了
力， 无助于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宽广一
些， 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美

方 一 意 孤 行 挑 起 经 贸 摩 擦 ，
没 有 达到 、 也达不到缩小逆差
的目的。

美方自身发布的数据可以作
为有力证据。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
析局网站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
美国2018年货物贸易逆差总额为
8913亿美元， 创下十年来新高。

就在几天前， 中国商务部发
布 《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
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 从中美
两国产业竞争力、 经济结构、 国
际分工、 贸易政策、 美元货币地
位等五个方面， 深入分析阐述了
美对华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

报告说， 美国只有采取宏观
调 控 政 策 ， 量 入 为 出 ， 实 现

供 需 平衡 ，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
贸易逆差。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
蒂芬·罗奇也认为， 美国贸易逆
差并非 “平白无故” 产生， 实际
上 反 映 了 美 国 经 济 严 重 的 内
部失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李雪松认为， 美国单
方面挑起并升级经贸摩擦， 将加
剧美国及全球经济下行风险， 假
以时日， 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将从不同侧面不断加大。 合作是
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 本着相
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精神， 中美
最终需要通过对话和磋商来解决
分歧和摩擦。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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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贸易霸凌缩小贸易逆差？
美国打错了算盘

根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
员会10日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
哈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在9日举行
的总统选举中以超过70%的得票
率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 当选已
成定局。

分析人士认为， 凭借丰富的
从政经验以及来自哈首任总统纳
扎尔巴耶夫的信任与支持， 托卡
耶夫的当选符合此前民调预期。
预计托卡耶夫今后将继续奉行纳
扎尔巴耶夫时代的多元外交政
策，而发展经济，特别是推动各项
改革不断深入、 改善单一的经济
结构，将是托卡耶夫的首要任务。

高票当选情理之中
早在总统选举前， 哈萨克斯

坦多个民调就显示， 托卡耶夫高
票当选的可能性非常大。 舆论认
为， 纳扎尔巴耶夫以及执政党祖
国之光党的全力支持、 托卡耶夫
本人的社会威望和丰富的从政经
验， 都为其胜选奠定了基础。

纳扎尔巴耶夫今年3月19日
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其任期原本
应于2020年4月结束。 3月20日，
时任议会上院议长的托卡耶夫依

照宪法宣誓就任总统。 托卡耶夫
4月9日签署总统令， 将哈总统选
举日期提前至今年6月9日。

托卡耶夫精通英文和中文 ，
曾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 并曾担
任哈外交部长、 政府总理、 联合
国副秘书长以及哈上议院议长等
重要职务。 纳扎尔巴耶夫曾评价
说， 托卡耶夫熟悉哈经济政治形
势， 可以把治理哈萨克斯坦的重
任托付给他。

分析人士指出， 与代表其他
政党参选的候选人相比， 受纳扎
尔巴耶夫推荐、 代表执政党祖国
之光党参选的托卡耶夫， 无论是
从拥有的政治资源还是从民众支
持率来看， 都占有绝对优势。 托
卡耶夫此次成功当选， 实现了哈
政权的平稳过渡， 有助于维护社
会稳定和持续吸引外部投资。

首要任务发展经济
哈萨克斯坦1991年独立后 ，

得益于纳扎尔巴耶夫制定的资源
立国政策， 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
成就： 经济总量增加15倍， 居民
收入增加9倍， 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已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 与

此同时， 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影响
力也不断提升， 在国际舞台上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后， 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
大幅下跌对依赖资源出口的哈经
济带来很大冲击， 影响并制约哈
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也日益显
现。 尽管哈政府近年来采取大规
模私有化、 大幅改善基础设施等
措施来增强经济活力、 推动经济
转型，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长
期困扰哈经济的区域发展不平
衡、 经济结构单一等诸多问题并
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托卡耶夫曾在竞选纲领中明
确表示， 当选后的优先任务就是
增加居民收入、 提高居民生活水
平并确保经济持续增长。

分析人士指出， 纳扎尔巴耶
夫此前辞去总统职务并退居二线
的重要考量之一， 正是希望让更
具能力的领导人来治理国家， 使
哈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得到真
正解决。 然而， 从纳扎尔巴耶夫
时期就酝酿并推动的医疗改革、
养老改革、 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改
革措施， 势必会遭遇挑战。 托卡

耶夫今后想要继续推进这些改革
仍然面临严峻考验。

多元外交政策不变
无论从经济实力、 国际地位

还是地缘政治角度分析， 哈萨克
斯坦都是中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
一。 随着托卡耶夫当选， 哈今后
将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 成为
舆论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哈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托卡
耶夫上台后将继续奉行纳扎尔巴
耶夫时代的多元外交政策， 同中
国、 俄罗斯、 欧盟、 美国等各方
积极发展关系， 为哈经济发展创
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托卡耶夫本
人也多次强调 ， 如果他当选总
统， 他将确保对内对外政策的连
续性、 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托卡耶夫对中国非常了解 。
今年4月， 他在接受 《俄罗斯报》
专访时表示， “一带一路” 倡议
对哈方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前驻
哈大使姚培生告诉记者， 托卡耶
夫在撰写的多部关于哈外交政策
的专著中， 强调了发展对华关系
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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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 在印度尼西亚
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 锡纳
朋火山喷出大量火山灰。 锡
纳朋火山位于印尼北苏门答
腊省的卡罗县， 在沉寂近400
年后于2010年首度喷发。 该
火山近年来进入活跃期。

新华社发

托卡耶夫当选哈总统 首要任务发展经济

印尼
锡纳朋火山

喷发

新华社电 美国航空公司9日
发表声明， 宣布将波音737MAX
型客机的停飞日期从8月19日延
长至9月3日。

美国航空是世界上最大的航
空 公 司 之 一 ， 拥 有 24架 波 音
737MAX型号飞机。 声明称， 截
至9月3日 ， 该公司每天将有约
115架次波音737MAX航班被取
消 ， 还 有 一 些 原 本 计 划 由
737MAX执飞的航班将改由其他
机型执飞。

今年4月， 美国航空公司曾
宣布将波音737MAX型客机的停
飞日期从原来的6月5日延长至8
月19日。

该航空公司在9日的声明中
说， 波音公司即将进行737MAX
客机软件升级并加入新的培训
内容 ， 很快这款机型将因此重
获批准 ， “对此 ， 美国航空公
司仍有信心”。 该公司表示将继
续与美国联邦航空局、 交通部、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
监管机构保持联系 ， 并对目前
进展表示满意。

美航空公司再延长
波音737MAX停飞时间

新华社电 中国驻印度大使
馆领事部10日证实， 印度哈里亚
纳邦梅瓦特地区一家工厂9日发
生锅炉爆炸， 造成3人遇难， 其
中两名遇难者为中国公民。 另一
名死者为印方员工。

据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领事部
证实， 当地时间9日下午， 位于
梅瓦特地区的一家生物技术工厂
发生锅炉爆炸事故 。 事故发生
后，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立即联系
印度警方和当地政府， 确认了两
名中国公民遇难的消息。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领事部主
任赵军表示， 将敦促印方查明事
故原因 ， 确保中国公民合法权
益， 并协助国内有关各方做好善
后工作。

当地警官凯利娅10日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尽
管爆炸强度和由此引起的火势并
不大， 但事发时来自中国的两名
工程师正在对锅炉进行修复， 距
离爆炸现场很近， 是造成死亡的
直接原因。

印度一工厂爆炸
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

新华社电 日本AGC公司日
前宣布成功研发出一种复合玻璃
制造技术， 可让玻璃窗 “变身”
显示器。

据介绍， 利用这一技术， 窗
玻璃在通电状态下可作为显示器
显示影像， 在看窗外的景物时，
也可以看到窗玻璃上的影像， 而
在断电时， 这种玻璃看起来就是
普通窗玻璃。

AGC公司称， 计划将这种技
术应用于列车车窗和博物馆橱窗
等， 比如人们在看向车窗的同时
还能看到窗玻璃上显示的旅游或
展览信息等。 不过， 目前该公司
尚未透露这种新型玻璃的价格。

该公司表示， 这一技术是通
过在窗玻璃中加入透明显示器实
现的， 与车辆挡风玻璃投影技术
HUD技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技
术。 未来他们还将进一步完善这
一技术， 包括研发轻薄大屏幕玻
璃等。

日本新技术让玻璃窗
“变身” 显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