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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贴“汇率操纵”标签
美方损人害己

美国财政部5日将中国列为
“汇率操纵国”。 美方此举不仅有
损美国自身经济增长和经贸伙伴
利益，还将破坏国际金融秩序，可
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并阻碍国
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复苏。

分析人士认为， 美方给中国
贴上 “汇率操纵” 标签， 动机复
杂———既是为了满足国内政治需
要， 又是为进一步加征关税寻找
借口， 还可能借机促使美国联邦
储备委员会放宽货币政策， 以弱
势美元支持经贸摩擦中受损的美
国经济前景。

渣打银行10国集团外汇研究
及北美宏观策略主管史蒂夫·恩
格兰德指出， 美国财政部指责中
国操纵汇率不能令人信服， 此举
可能会使本就十分脆弱的资产市
场更为紧张。

美国耶希瓦大学商学院教授
黄河认为， 美方此举的目的是在
经贸磋商中对中国保持最大压力
和主动权 。这表明美国政府不
惜升级经贸摩擦的姿态，对全球
贸易和美国企业的利益构成巨大
威胁。

美国知名会计师事务所RSM
首席经济学家乔·布鲁苏埃拉斯

表示， 美方此举可能意味着美国
政府试图让美元开启 “贬值之
路”。此前，美国政府多次表示有
意让美元走弱， 以扩大美国产品
出口， 甚至一再打破总统不干涉
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传统，
频繁要求后者大幅降息， 以压低
美元汇率。

美国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
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说，如果美
中经贸摩擦扩大到汇率领域，美
国可能会以此作为进一步单边加
征关税的借口。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 美国的
做法将进一步加剧中美经贸紧张
局势， 增添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和不确定性， 对全球经济造成更
大危害。

恩格兰德认为， 鉴于当前市
场的脆弱状态，把中国列为“汇率
操纵国 ”是升级经贸摩擦的做
法，将增加资产市场短期压力，迫
使美联储采取更为宽松的立场。

安联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
德·埃尔—埃里安认为，给中国贴
上“汇率操纵国”标签，意味着美
方向经济工具“武器化”迈出新的
一步，导致发生“汇率战”的可能
性上升。

前美国财政部官员马克·索
贝尔表示， 美方升级经贸摩擦的
行为引发金融不稳定， 进一步加
剧不确定性， 伤及市场信心和投
资， 并对美国经济产生更大不利
影响。

受经贸摩擦等因素影响，美
国经济增长前景已面临压力。最
新数据显示，7月美国非农部门新
增就业岗位较前一个月有所减
少；7月美国非制造业景气指数为
53.7， 低于市场预期的55.5和6月
的55.1。

有分析人士担忧， 美国正在
重演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前
的关税政策。 坎伯兰咨询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投资官戴维·科托克
警告， 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导致的
悲剧正在重演。

1930年， 美国胡佛政府出台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大幅提
高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
税， 以期减少进口， 出清国内积
压产品。 然而事与愿违， 贸易伙
伴国纷纷进行反制， 使美国对外
出口急剧下降。 这一保护主义政
策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使美国深陷
大萧条的原因之一。 据新华社

美“猎户座”飞船登月任务存在B计划新华社电 委内瑞拉政府6日
强烈谴责美国对委实施 “全面经
济禁运”， 并表示美国对委制裁
是 “经济恐怖主义”。

委内瑞拉外交部6日发表声
明说， 美国对委内瑞拉非法经济
制裁和封锁是 “经济恐怖主义”，
对委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伤害，
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 “最荒唐、
最无耻的掠夺行为”。

声明说， 美国干涉主义行为
的目的是通过让委经济窒息来推
动委内瑞拉政权更迭， 这严重违
反 《联合国宪章》 原则和宗旨。
委全国人民将团结一致与经济恐
怖主义斗争到底。 美国试图通过
单方面粗暴干涉来破坏 委 政 府
与反对派正在国际斡旋下进行
的和平对话进程， 这种尝试终将
失败。

委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在
电视讲话中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
签署的行政命令相当于宣布对委

实施 “全面禁运”， 将对委所有
经济部门造成破坏， 对委人民生
活造成严重影响。 这是一种全球
性威胁， “所有在美国拥有资产
的国家都应感到担忧， 美国正将
合法财产权变成只为美国利益服
务的地缘政治手段”。

委外交部长阿雷亚萨当天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委内瑞拉将
努力寻找 “替代机制” 和 “替代
方案” 来应对美国的经济封锁。
在被问及委政府是否会采取反制
措施时， 阿雷亚萨说， 各个选择
都摆在桌面上， 但 “必须遵守并
符合国际法”。

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蒙
卡达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
示， 美国正对委实施 “全面经济
禁运”， 目的是破坏委国内经济
及正在进行的朝野对话进程。 蒙
卡达警告说， 美国正 “企图对委
内瑞拉动武， 这是委内瑞拉所面
临的危险之一”。

委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当
天号召支持者7日在首都加拉加
斯举行大规模游行， 以谴责美国
对委经济封锁。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签署行
政令， 冻结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
境内全部资产， 这些资产不得以
转让、 支付、 出口等方式处理。
此外， 为马杜罗政府做事的委内
瑞拉公民或将被禁止入境美国。
舆论认为， 冻结委内瑞拉政府在
美全部资产， 是美国政府对马
杜罗政府迄今采取的最严厉打
压举措， 不仅禁止美国企业或公
民与委政府往来， 还让相关外国
企业和公民面临美国政府连带制
裁风险。

今年1月23日 ， 委反对派成
员、 议会主席瓜伊多宣布自己为
“临时总统”， 得到美国、 欧洲和
拉美多国承认。 为逼迫马杜罗下
台， 美方不断以经济制裁、 外交
孤立、 军事威胁等手段施压。

委内瑞拉强烈谴责美国
对委“全面经济禁运”

新华社电 想测血压但又嫌
麻烦？ 中国和加拿大研究人员最
新开发出一款手机软件， 可通过
分析手机拍摄的面部视频来测量
血压。

中国杭州师范大学和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研究人员6日在美国
《循环·心血管影像》 杂志上发表
报告说， 他们借助透皮光学成像
技术开发出的这款软件， 可以分
析视频中的面部血流变化， 从而
较为准确地测量血压。

研究人员对1328名加拿大和
中国成年人进行了测试， 用装有
透皮光学成像软件的手机拍摄2
分钟面部视频， 并对手机软件和

传统血压测量仪测得的收缩压、
舒张压和脉搏压进行了比较。

结果显示， 透皮光学成像软
件 测 量 的 收 缩 压 准 确 性 接 近
95%， 舒张压和脉搏压的准确性
接近96%， 符合血压测量器材的
国际标准。

研究人员说， 他们正尝试将
视频录制长度从2分钟缩短到30
秒 ， 以让这种技术应用更加便
利 。 不过 ， 这项研究还存在 一
定 局 限 性 ， 例 如 测 试 是 在 经
过 良好控制的固定光源下进行
的， 受试者血压基本正常， 且他
们当中并没有肤色特别暗或特别
浅的人。

测血压有望像手机自拍一样简单

美国防部长访日游说“护航联盟”
新华社电 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和防卫大臣岩屋毅 7日在东
京 分别会见到访的美国新任国
防部长埃斯珀， 就美国主导的海
湾 “护航联盟”、 日美同盟等交
换意见。

据日本媒体报道 ， 埃斯珀6
日抵达日本。 7日安倍晋三与埃
斯珀举行会见， 双方表示同意进
一步加强日美同盟。

在随后举行的日美防长会谈
中， 埃斯珀向岩屋毅就 “护航联
盟” 做了情况说明。 岩屋在会谈
后对媒体称， 日方将全面研究原
油稳定供应、 日美同盟、 日本与
伊朗关系等各种要素， 做出 “综
合判断”。

近来 ， 美国游说盟国加入
“护航联盟”， 在中东原油运输要
道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所谓 “国际
海事安全任务”。

日本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主
导的 “护航联盟” 旨在加强对伊
朗的军事压力， 日本自卫队加入
不仅不利于维护中东地区稳定，
反而会助长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
势。 同时， 自卫队如果前往中东
也违背日本和平宪法和相关法律
精神。

据日本媒体报道， 岩屋和埃
斯珀在会谈中还就持续恶化的日
韩关系交换了意见， 一致认为日
韩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对地区
安全与稳定而言至关重要。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递交辞呈
新华社电 据美国媒体6日报

道，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当
天以个人原因向美国总统特朗普
递交辞呈， 计划于10月初离任。

据 《盐湖城论坛报 》 报道 ，
洪博培在辞职信中说， 他选择在
任职两年后离开是为了有更多时
间陪伴家人。 他将于10月3日离
任， 以确保有足够时间与后任大
使交接。

洪博培在信中形容当前美俄
关系处在 “历史性困难时刻 ”。
他说， 美国应继续让俄罗斯为威
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行为承担责
任， 但同时也不应忽视两国间的
共同利益。 两国未来应增加人员
交流， 在反恐、 军控等领域保持
沟通渠道畅通。

一名白宫官员当天向 《盐湖

城论坛报》 证实， 白宫方面已收
到洪博培的辞职信， “我们感谢
他对国家的服务， 赞赏其为改善
美俄关系所做的努力”。

据多家美媒报道， 洪博培辞
职后有意再次竞选犹他州州长。

洪博培是共和党人， 曾任犹
他州州长， 2009年至2011年担任
美国驻华大使， 2017年起担任美
驻俄大使。

自特朗普上任后， 美俄关系
持续紧张 ， 双方在 “通俄门 ”、
乌克兰、 军控、 叙利亚等问题上
龃龉不断。 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一
系列制裁 ， 均遭到俄方强烈反
对 。 本月 2日 ， 苏联和美国于
1987年签署的 《中导条约》 正式
失效， 美俄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应
为条约失效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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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 6日
说， “猎户座” 载人飞船的未来
登月任务中还存在一个B计划 ，
即如果发生意外， 飞船可搭载宇
航员执行其他任务。

美航天局说 ， 5日 ， “猎户
座” 推进系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
白沙试验场完成一项长达12分钟
的不离地点火测试。 测试模拟了
一种被称为 “中止到轨道” 的情
景， 即当 “过渡型低温推进级 ”
无法将飞船送入前往月球的轨道
时， “猎户座” 会提早与这一推
进级分离， 同时启动 “猎户座”
服务舱的多台发动机， 将飞船送
至一个安全的临时轨道。

航天局说， 这将让地面控制
人员有时间评估飞船和宇航员状
况 ， 并决定是否继续执行B计
划。 在这一备选计划中， 虽然主

要任务目标和飞行轨道已发生改
变， 但 “猎户座” 仍能完成部分
任务目标。

5日的测试中 ， “猎户座 ”
启动了主发动机和8个辅助发动
机， 每个反应控制推进器都执行
了间歇性点火任务， 以模拟姿态
控制和整个推进系统的能力。 此
外， “猎户座” 还测试了推进剂
箱和阀门等组件。

“猎户座” 载人飞船是美国
“阿耳忒弥斯” 重返月球计划的
关键。 按照计划， 美国航天局将
利用 “猎户座” 飞船及正在研制
中的 “太空发射系统” 火箭在5
年内实现载人登月。 “猎户座”
由载人舱和服务舱两部分组成，
其中服务舱由欧洲航天局提供。
目前载人舱和服务舱均已建造完
成， 正在进行组装。

中国一站式移动交通平台滴
滴出行8月6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
哥正式开始运营。 今年4月 ， 智
利总统皮涅拉在北京出席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
际， 造访滴滴北京总部。 皮涅拉表
示， 欢迎滴滴到智利发展， 参与智
利交通转型项目， 助力智利达成智
慧城市和交通电气化目标。 图为8
月6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中
心的意大利广场附近拍摄的滴滴
出行的广告牌。 新华社发

滴滴出行在智利首都
正式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