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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方打着“国
家安全”的幌子，连连挥
动封禁和关税大棒。从
宣布将禁止美国个人或
实 体 与 抖 音 海 外 版

(TikTok)、微信及其中国母公司进行
交易，到宣布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
铝产品恢复加征10%的关税，莫不借

“国家安全”的名义而行。
近年来，美方把所谓“国家安全”

问题当成滥施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他
国企业、大行保护主义之道的工具。
无论是分享生活乐趣的社交媒体企
业，还是在 5G 领域极具竞争力的高
科技企业，再或者钢铝产品、汽车及
零配件、铀矿石、海绵钛等进口商品，
美方但凡需要对其打压或加征关
税，常常一句“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
的威胁”张口就来，哪怕自己毫无真

凭实据。
一连串赤裸裸的霸凌行径，令美

方肆意横行的“现代海盗”嘴脸昭然于
天下。种种践踏国际规则的蛮横举
动，招致国内外的广泛批评。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公
开表示，美方基于空口无凭的指责，禁
止美国公民与抖音海外版母公司合
作，是美方为获取在国际信息领域的
优势而采取不正当商业竞争的又一令
人触目惊心的例证。加拿大副总理弗
里兰说，所谓加拿大铝产品对美国国
家安全构成威胁是“一个荒谬的概
念”，本届美国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
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政府”。

有识之士更是指出，美方的霸凌
行径不会让美国受益，恰恰相反，终
将令其自食苦果。就拿抖音海外版
遭封禁一事来说，有关做法违反世贸

组织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暴露
了美方所谓维护公平自由的虚伪性
和典型的双重标准。长远来看，一个
开放、公平、公正得不到保证的市场，
谁还会愿意投资其中？英国《泰晤士
报》就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政府的决
定是短视的，将产生阻碍资本跨境流
动的长期影响。

在贸易领域，多项研究表明，贸易
保护主义到头来只会增加美国国内制
造业成本，令美国消费者付出更多代
价，导致美国就业岗位流失。美国世
界贸易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显示，对
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国内生
产总值每年减少0.2%、净损失就业岗
位40多万个。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美方动
用国家机器对他国企业设限打压的行
为屡见不鲜。日本的东芝、法国的阿

尔斯通等公司都曾遭受过美方的无理
打压。如今，有关企业按照市场原则
和国际规则在美开展商业活动，遵守
美国法律法规，但美方却以“莫须有”
的罪名进行设限打压，再次让世人见
识美方的“海盗”基因和“海盗”手段，
国际社会当共同警惕。

人类社会已进入 21 世纪，搞“海
盗式”巧取豪夺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注定不得人心。希望美方一些人认真
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早日改弦易辙，
和各国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
体系，切实为各国企业正常经营投资
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环境。继
续倒行逆施，横行霸道，只会让美国的
国家形象日益受损，令美国的国际信
任赤字不断增大。

记者 曹筱凡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现代海盗”的霸凌行径不得人心
新华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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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8月8日电（记者
潘丽君）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日
前撰文指出，中国消费经济复苏帮
助一些美国公司抵消了其在美国国
内销售严重下滑造成的损失，中国
成为不少美国公司的“避难所”。

文章说，美国一些知名品牌高
管在最新财报季特别提及，是中国
帮助其度过了艰难的三个月。

“中国提供了一个复苏、稳定、
增长的模式。”美国运动休闲品牌斯
凯奇公司首席运营官戴维·温伯格
在7月底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说。斯
凯奇第二季度销售总额同比下降
42% ，但 其 在 中 国 市 场 却 实 现 了

11.5%的增长。
文章指出，今年 4 月至 6 月，中

国零售回暖势头强劲，而同期美国
零售额同比下滑8.1%。随着中国有
效控制新冠疫情，许多分析师预计
中国零售额将在第三季度恢复年增
长率，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仍需
努力控制疫情以全面开放经济。

文章还提到，不少其他地区知
名奢侈品企业也从中国消费市场获
益。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
投资者关系主管表示，中国市场很
好地抵消了公司在其他地区遭受的
损失。古驰所有者开云集团公布的
季度财报显示，其旗下奢侈品牌二

季度销售额同比下降43%，但在中国
增长超40%。

一些服装和鞋类品牌在中国市
场表现也很抢眼。露露柠檬运动用
品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几周公
司 在 中 国 的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超
20%。耐克公司表示，5月在中国市
场实现两位数强劲增长。

文章说，许多美国公司从中国
经济复苏中受益。特斯拉公司在美
国的工厂关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
其第二季度仍实现盈利 1.04 亿美
元，中国市场表现良好是关键。苹
果公司公布财报显示，第二季度在
华营收增长2%。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撰文称

中国成为不少美国企业的“避难所”

（上接第一版）
“拆迁补偿款是一次性的，但过

日子是长久的，得考虑可持续。”村
企合作项目合伙人、辽宁地梵旅游
公司董事长苏振宇为村民提出了另
一种思路：在家乡创业、在家门口
致富。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苏振宇
把村民代表请到陕西省袁家村参观
体验。“住在袁家村村民自己开的
客栈里，拉拉家常，实地感受到袁
家村村民的幸福生活，大伙儿坚定
了旅游致富的信心。”村民孙国芝
回忆。

绿油油的稻田内，一群群鸭子正
在欢快地戏水嬉戏，稻田中太阳能杀
虫灯和生物灭虫筒一应俱全。“这是
我们的有机稻田，不用化肥，不打农
药，旁边就是有机蔬菜大棚。”稻田
边，1998年出生的费岐镇正和村里的
几个年轻人搞直播，推介村里的农产
品。他打小生活在这里，从部队转业
后，放弃了在沈阳的工作，回到家乡
创业。

“村里拿出几块地搞生态认养稻
田，认领的人真不少，我家三分地一年
就分到500多元。我还经营一个小吃
摊，每天有 300 多元的收入。”村民郭

丹告诉记者。
现如今，村里已经有20位“90后”

回到村里谋发展，近10位新乡贤和乡
村创客与小镇运营公司签订了合作协
议。“以前村党支部成员平均年龄超过
65岁，如今吸收了3名年轻党员，班子
更有活力、更有战斗力了。”张宝文笑
着说。

在腰长河村的锡伯族民居民俗展
示馆，锡伯族传统弓箭、剪纸、刺绣、草
编等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让
人兴致盎然。

“许多村民家中有以前传下来的
老物件，建这个展示馆的时候，都无偿

捐了出来。”张宝文介绍说。
在特色小镇二期项目建设指挥

部，苏振宇正与区文旅局进行沟通，
“我打算着邀请更多的锡伯族非遗传
承人来这里辅导村民，尤其是给年轻
人培训非遗技艺，只要通过考核就有
属于自己的免费摊位。”

每天吃过晚饭，张宝文总要带着
孙女到村东头的建设工地附近走走看
看，“咱们村现在年人均收入有1.5万
元，特色小镇二期国庆节就能运营，收
入指定还会往上涨。”

（转自 2020 年 8月 9日《人民
日报》）

“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

上图：8月9日，两名女子在新加
坡鱼尾狮公园举着新加坡国旗留影。

下图：8月9日，人们在新加坡参
加国庆庆典。

当天，是新加坡独立55周年纪念
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过电视、电
台以及网络发表了国庆献词。李显龙
说，新加坡要完全走出新冠疫情危机
还需要一段时间，新加坡人现在比任
何时候都更需要保持团结坚韧。

当天早上，新加坡在政府大厦大
草场举行了相比往年规模较小的庆
典，并在全岛有抗疫象征意义的 7 个
地点举行庆祝仪式。

新华社发

新加坡庆祝独立55周年

据新华社金边8月9日电（记者
毛鹏飞 高炳南）在新冠疫情全球蔓
延的背景下，中柬农业合作继续推
进。大米、香蕉等柬埔寨农作物对华
出口持续增长。

今年上半年，经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检验合格出口中国的大米达12.1万
吨，占柬埔寨大米出口总量的40%。

中国和柬埔寨关于柬埔寨鲜食芒
果输往中国植物检疫议定书已于今年
6 月签署，获得中国认可的芒果果园
和加工厂可向中国出口芒果。预计每
年出口到中国的芒果将达 50 万吨。
此外，今年柬埔寨香蕉对华出口有望
达30万吨以上。

中国与柬埔寨
农业合作持续推进

新华社日内瓦8月8日电（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8日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19187943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
至欧洲中部时间8日10时（北京时间
16 时），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284441 例，达到 19187943 例；死亡病
例增加6565例，达到716075例。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达19187943例

据新华社贝鲁特8月8日电（记
者李良勇）黎巴嫩总理迪亚卜8日呼
吁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期解决黎巴
嫩目前面临的各种危机。

迪亚卜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他
将于 10 日在内阁会议上提议提前举
行议会选举。

迪亚卜说，黎巴嫩的政治、金融、
行政正处于崩溃状态，只有提前举行
议会选举，才能摆脱国家的结构性危
机。他敦促黎巴嫩各政治派别搁置分
歧，就下一步行动达成共识，共同致力
于改革。

黎巴嫩总理呼吁
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据新华社首尔8月9日电（记者
陆睿 耿学鹏）由于首都圈和中部地
区连日遭受暴雨袭击，韩国自8月1日
至9日因暴雨导致的死亡人数累计已
达30人，另有12人失踪、8人受伤。

据韩国媒体报道，截至9日，韩国
受水灾影响的灾民约6000人，9300余
公顷耕地被大水淹没，共发生11起山
体滑坡事故，4000多人被转移至体育
馆、养老院等临时安置所。

7 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宣布将受
灾最严重的7个地区指定为特别灾难
地区，包括京畿道安城市、江原道铁原
郡等。韩国中央政府将动用财政预算
给予特别灾难地区财政支持，相关地
区灾民将享受赈灾补贴和税收优惠。

韩国8月以来暴雨
已致30人死亡

8月9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一个投票站，选民领取选票。白
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9日8时正式开始，包括现任总统卢卡申
科在内的5名候选人参加竞选。 新华社发

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开始投票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8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8
日在莫斯科严词谴责美方打压抖
音海外版（TikTok）的行为，认为
这是美方不正当商业竞争的又一
例证、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据俄外交部网站消息，扎哈罗
娃在评论抖音海外版在美遭遇时
表示，美方基于空口无凭的指责，

禁止美国公民与抖音海外版母公
司字节跳动合作，并且咄咄逼人地
强迫字节跳动把抖音海外版出售
给美国企业。此举是美方为获取
在国际信息领域的优势而采取不
正当商业竞争的又一令人触目惊
心的例证。“美国的这些行为与自
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俄谴责美方打压抖音海外版

8月8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示威者拉开铁丝网试图进入黎巴嫩
议会大楼所在区域。当日，贝鲁特发生大规模示威活动，示威者与警方发
生激烈冲突，造成至少1人死亡、238人受伤。 新华社发

黎巴嫩首都发生大规模示威

8月9日，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参加活动。
日本长崎市9日在该市的和平公园内举行了“长崎原子弹爆炸牺牲

者慰灵和平祈念仪式”。为促使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尽快投降，美军于
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长期以来，日本把
自己描绘成二战、特别是核爆的“受害者”，却很少提及遭到原子弹轰炸的
历史背景。 新华社发

日本长崎举行
原子弹爆炸75周年纪念活动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8日电
（记者熊茂伶 高攀）在国会两党
未谈拢新一轮财政援助的情况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 8 日签署若干关
于援助期限延期的行政令，其中包
括延长已过期的额外失业救济金。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绕过
国会签署行政令的行为可能会遭
遇法律挑战，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国
会拥有支配联邦开支的权力。美
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认

为，这可能既是特朗普的谈判策
略，又是政治作秀，特朗普试图借
此为其谋求连任造势。

按照国会3月底批准的新冠疫
情纾困计划，联邦政府在各州失业
救济金基础上，为失业人员提供的
每周600美元额外失业救济金于7
月底到期。特朗普新发布的行政令
将把额外失业救济金以每周400美
元的水平延长至今年年底，并计划
州政府承担其中四分之一的费用。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延长失业救济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9日报
道，英国首相下令开展一项公共关
系活动，以推动学校9月全面复课。

这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6
日在一场会议期间说，“相比新冠
疫情带来的风险，不去学校受教育
给孩子们造成的损害大得多”。约
翰逊说，学校应该谨慎复课。

英国3月开始“封城”以后，学
校停课，5月开始逐步放松防疫限
制措施，6 月以后少量学生复课。
约翰逊政府希望9月初全面复课。

4 日公开的一份研究报告显
示，在新冠病毒检测追踪系统得
到改善以前，如果让学校全天教
学，英国今年冬天可能面临第二波
疫情。 杜鹃 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媒说英国政府力争9月复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