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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通俄”调查特别检察官罗伯特·
米勒29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他将离开
美国司法部，并关闭特别检察官办公
室。这是他自2017年5月被时任司法
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任命为特别检察官
以来首度公开发声，也标志着他正式
卸任这一职务。

在记者会上，米勒屡次强调结案
报告本身的重要性，并暗示报告并没
有“洗清”总统特朗普妨碍司法的嫌
疑。分析人士认为，米勒的“谢幕”
声明将引发新一轮府院、党派纷争，
国会民主党人或以米勒的表态为依据
进一步对特朗普进行调查，但“弹劾
牌”很难打出。

米勒话中有话

米勒当天在美国司法部的记者会
持续了约10分钟，期间他回顾了“通
俄”调查的起因、设立特别检察官办
公室的目的、结案报告主要内容等。
其中，引起美国朝野广泛关注的是米
勒对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就特朗普是否
妨碍司法未得出明确结论的解释。

米勒说，按照美国司法部规定，
不能以联邦罪名起诉现任总统，否则
属于违宪。特别检察官办公室隶属于
美国司法部，因此受其规定约束。此
外，他说，目前有涉及他会否出席国
会听证会的猜测，即便他到国会作
证，提供的信息也不会超过调查报告
已经披露的内容。

“通俄”调查期间，米勒一直刻
意保持低调，从未公开表态或接受媒
体采访。米勒在记者会上说，他之所
以现在发声，是因为他主持的“通
俄”调查已经结案。

米勒今年 3 月完成了“通俄”调
查。据4月公布的一份删节版调查报
告，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认为没有证据显
示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
选举期间“勾结”俄罗斯政府；至于特朗
普在上台后是否妨碍司法，报告未得出
明确结论，司法部长巴尔等据报告内容
裁定：指控特朗普“证据不足”。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丹·马哈菲表示，米勒的态度很清楚，
调查报告就是他在“通俄”调查上的最
终立场。米勒的调查报告不能被视为

“洗清”特朗普妨碍司法嫌疑的证据。

府院纷争加剧

过去一段时间，尽管特朗普反复
强调米勒报告证明他无罪，但民主党
人认为，无论是报告内容还是巴尔处
理和发布报告的方式均存在疑问。双
方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围绕米
勒29日在记者会的表态，白宫和国会
民主党人再次针锋相对。

米勒的记者会结束没多久，特朗
普就在社交媒体上说，“通俄”调查
已经结案，同时再度强调自己是无罪
的。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也发表声明
重申了白宫的一贯立场，并呼吁其他
人向前看。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
人纳德勒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米勒
无法起诉特朗普，国会将对特朗普的
不当行为作出反应。“没有人可以凌
驾于法律之上，包括总统。”他说。

分析人士认为，民主党未来或对
白宫采取更具攻击性的姿态，对特朗
普展开进一步调查。围绕“通俄”调

查，府院纷争愈演愈烈，双方嫌隙不
断加大。

“弹劾牌”难打

目前，民主党中要求对特朗普启
动弹劾程序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这一
呼声仍非主流，也没有得到高层人士
的支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天对媒
体重申了她的一贯立场：在掌握所有
事实之前，不可轻易启动弹劾程序。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
雷尔·韦斯特说，民主党在弹劾问题
上将会非常小心，因为他们知道这样
做会刺激共和党选民阵营，反而会帮
助特朗普提振选情。

美国近期一项民调显示，65%的
受访人士认为，国会不应该启动对特
朗普的弹劾程序。

分析人士指出，即便由民主党控
制的众议院能够通过弹劾条款，但只
要共和党继续把持参议院，民主党想
要成功弹劾特朗普几乎没有可能。

新华社记者 孙丁 徐剑梅 刘阳
（新华社华盛顿5月29日电）

“通俄”调查操盘手谢幕
民主党难打“弹劾牌”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9 日电 据

美国媒体29日报道，特朗普政府本月
早些时候警告说，欧洲盟国可能因继
续与伊朗进行贸易而受到制裁。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副部
长西加尔·曼德尔克5月7日在写给由
法国、德国和英国建立的“贸易往来支
持工具”负责人佩尔·菲舍尔的一封信
中表示，“贸易往来支持工具”一旦开
始运作，该结算机制及与之相关者可
能将被排除在美国金融体系之外。

据报道，曼德尔克在信中敦促菲
舍尔“仔细考虑‘贸易往来支持工具’
可能带来的制裁风险”，称从事与美
国制裁相抵触的活动可能引发严重
后果，包括无法进入美国金融体系。

报道还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
说，这封信意在警告欧洲，任何与该

结算机制相关的企业、政府官员和个
人都可能因试图帮助伊朗绕开美国
制裁而受到美国的惩罚。

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后，法国、德国和英国今年
初建立了在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
系之外运作的支付机制“贸易往来支
持工具”。该机制可帮助欧洲企业绕
过美国对伊朗单方面制裁，使欧盟能
继续与伊朗进行贸易。

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
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
德国）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
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
会将解除对伊制裁。2018年5月，美
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逐步恢复因
协议而中止的对伊朗制裁。美国还向
欧洲盟友施压，要求重启对伊制裁。

美国警告欧洲盟国
可能因继续与伊朗贸易受到制裁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聪明反被
聪明误”，用在美国一些自以为是、自
作聪明的政客身上，可谓恰如其分。

从刚打贸易战时认为“贸易战
是件好事且很容易打赢”，到主观认
为“极限施压”就能迫使别人“就
范”；从把出尔反尔当作“交易艺
术”，到滥用国家力量抹黑和打压他
国企业；从处心积虑炮制“中国盗
窃知识产权论”，到耸人听闻地抛出

“对华文明冲突论”……美国一些政
客不停地折腾，让世人看到了什么
叫“机关算尽”。然而，这样的小聪
明，除了让一些人陶醉于自欺欺人
的“胜利”，对世界来说是十足的负
能量。如果说美国一些政客提供的
反面教材还有什么益处的话，那就
是帮助人们增强了“树欲静而风不
止”的清醒，坚定了做好自己的事
情、以坚定的意志和不断增强的实
力赢得未来的自觉。

美方的自作聪明，无非是想通

过种种“小动作”攫取更多利益。
殊不知，美方在向全世界开火的同
时，也是在向自己开火。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发布报告称，美国挑起对
华贸易战以来，关税上升造成的成
本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部
分关税已转嫁给美国消费者。最
近，美方加大对华为公司的封锁打
压力度，美国科技股应声下跌，多
家关联美国公司的股票受到重创，
为华盛顿一些政客鼓噪的“科技冷
战”埋单。

“信奉强权甚于规则，信奉利益
甚于理想。”狭隘的心态，让那些美国
政客机关算尽，不切实际地认为单边
胁迫、极限施压是个管用的方法。美
国彭博社指出，美国政府在各处开展
的贸易战场上频繁动用国家安全审
查手段，如此行事会开糟糕的先河，
也难以避免引火烧身。事实的确如
此，美方一再挑战现行多边秩序，成
为现行国际体系的最大破坏者和最

大不稳定因素。对美方的这种搅局
之举，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纷纷发出
正义呼声，严词批评美方一系列逆势
而动行径。蛮横无理、一意孤行的霸
凌主义行径不得人心，只会遭到更强
烈的反制。

美国数学家图克曾说：“假如大
家都想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最终往往
会落得两败俱伤的结果。”美方的自
作聪明，骨子里还是“零和博弈”的
思维。然而，美方低估了他国维护核
心利益的能力和决心。已有多个国
家对美国挑起贸易争端采取反制措
施，并在世界贸易组织起诉美国。美
方想当然认为通过对几千亿美元的
输美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就能把中国
吓倒，那是打错算盘了。在一个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始终幻想贸
易战“很好赢”、对手“很容易输”，实
在是愚不可及。恰如德国《明镜》周
刊所言，美国一再误判对手的智慧、
策略和坚定，结果只会导致混乱和危

机升级。
读读历史就能明白，真正的智慧

来自合作共赢，自作聪明、以邻为壑，
路只能越走越窄。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的著作

《新外交政策——超越美国例外论》
指出：在各国利益密切交融、命运息
息相关，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加
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
的风险和挑战之时，美国政府一意孤
行，采取“美国优先”的极端主义政
策，蓄意破坏国际规则，是根深蒂固
的“美国例外论”。这种“有毒”观念
及其做法，不仅对美国的伤害是巨大
的，对世界也是非常危险的。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公平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
的选择。美方的政客倘若看不清历
史大势，依旧沉迷于自以为是、挑起
对抗、恫吓施压、升级冲突，注定只能
是机关算尽一场空。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机关算尽一场空
——自作聪明必将失败

钟声

新华社马德里 5 月 29 日电 华
为西班牙公司首席执行官金咏29日
说，尽管美国政府发布针对华为的
禁令，但华为在西班牙的绝大多数
合作伙伴在这个困难时期都选择与
华为“并肩作战”，华为参与西班牙
5G网络建设不会受到美国禁令的影
响，“近日发生的这一切不会削弱华
为在5G领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华为当天在马德里举行了主题
为“5G时代开启——建立一个充分
互联且智能的欧洲”路演活动。金
咏在路演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针
对华为网络安全性的指控仅仅是一
个“借口”，“我们是世界上经过最
多审核的公司之一，在我们的技术
中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金咏说：“我们将继续为西班牙

的电信运营商提供服务，帮助和支
持他们的5G计划，同时营造好我们
自己的服务生态，邀请和激发更多
西班牙中小企业在5G的应用及相关
服务上做出贡献。”

据介绍，在西班牙，华为已与
多家电信运营商签署5G部署协议。
从去年开始，华为还与沃达丰合
作，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6座城市
展开5G预商用部署，预计今年夏天
投入使用。

华为西班牙公司终端业务负责
人王士心说，在谷歌宣布暂停与华
为部分业务合作后，华为产品在西
班牙的销售量于上周下跌了25%至
30%，但本周已回升到5月初水平。
他表示，华为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
开设两家旗舰店的计划不受影响。

华为：

参与西班牙5G建设不受美禁令影响

新 华 社 努 尔 苏 丹 5 月 29 日 电
（记者 张继业） 欧亚经济联盟最
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
理事会会议 29 日在哈萨克斯坦首
都努尔苏丹举行，与会各方讨论
了欧亚经济联盟相关热点问题和
发展前景。

根据欧亚经济联盟官网上的消
息，与会各方就欧亚经济联盟相关热
点问题和发展前景进行了讨论。本次

会议通过了包括《欧亚经济委员会最
高理事会关于欧亚经济联盟成立5周
年联合声明》在内的18份文件。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 2015 年，
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
亚。联盟的目标是在2025年前实现
联盟内部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
力自由流动，并推行协调一致的经
济政策。

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
在哈萨克斯坦举行

新华社巴黎 5 月 30 日电（记者
杨一苗）法国文化遗产基金会、法国国
家遗产学院日前与中国陕西省文物保
护研究院在巴黎签订协议，将共同对
陕西茂陵石刻进行保护研究，并联合
培养古建油饰彩画保护专业人才。

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的茂陵是汉
武帝刘彻为自己修建的陵墓，是西汉
诸陵中最大、埋葬珍宝最多的一座。
据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院长赵强
介绍，陕西将与法国文化遗产基金
会、法国历史古迹研究实验室合作，

开展为期三年的花岗岩石质文物的
研究和石刻预防性保护工作。

此外，中法两国将采取专家联合教
学的模式，于今年10月在陕西举办中
法合作公输堂古建油饰彩画保护培训，
面向中国文博行业公开招录在职人员，
并从法国选取6名学员参加培训。

中法合作公输堂古建油饰彩画
保护项目于2017年开始，目前已在彩
画颜料老化试验研究、树轮年代学、
木材种类研究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法国与陕西省联合进行
文物保护研究及人才培养

新华社柏林 5 月 29 日电 （记者
朱晟 李萌）德国联邦劳工局29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德国
5月份失业人数环比增加，失业率有
所回升。

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5月
德国失业人数227.9万，环比增加6万
人；当月失业率为5.0%，比上月的历
史低位上升0.1个百分点。

德 国 联 邦 劳 工 局 局 长 德 特 勒

夫·舍勒表示，经济疲软的影响逐
渐在劳动力市场显现，尽管企业
招工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但需求
明显减弱。

德国联邦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

显示，2019年德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环比增长 0.4%。2018 年下半年开
始，德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三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萎缩0.2%，四
季度环比零增长。

德国5月份失业率环比微涨

5月29日，在巴西圣保罗，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表演《大红灯笼高
高挂》,为当地民众献上了一场带有浓郁中国元素的精彩表演。

新华社发（拉赫尔·帕特拉索摄）

5月29日，在波兰首都华沙西南
的纳达任市，人们在第八届中国
（波兰）贸易博览会上参观。

为 期 三 天 的 第 八 届 中 国 （波
兰） 贸易博览会 29 日在波兰首都华
沙附近的纳达任市开幕，为促进中
欧经贸合作搭建平台。

新华社发（亚普·阿林摄）

第八届中国（波兰）
贸易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