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6月14日 星期三8 值班编委：黎良图 值班编辑：梁丽春 值班校对：符莉萍

新华时评

www.sanyarb.com.cn
新闻·国际

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当地时间 12 日
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与中国建交。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在北京与巴拿马
副总统兼外长德圣马洛举行会谈。会
谈后，两国外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巴拿马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
的联合公报》。

分析人士认为，中巴建交，标志着
中国与这个遥远的中美洲国家的关系
进入新时期。

“将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016 年 6 月 26 日，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的“巴拿马”号货轮成为通过扩建后
的新巴拿马运河的第一艘船舶。近一
年后的今天，中国宣布与巴拿马正式建
立外交关系。

“中国在巴拿马经济发展中一直扮
演着重要角色。目前，中国已成为巴拿
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和巴拿马科隆自
贸区的第一大货物供应国。同时，巴拿
马也已成为众多中国大型企业进入美
洲市场的重要门户。我坚信，两国关系
到了进一步加强的最好时机。”巴拿马
总统巴雷拉 12 日在电视讲话中说。

巴雷拉表示，他已经要求巴拿马政
府尽快与中国签署旅游、商贸、移民、农
业、教育和海事方面的合作协议，为两
国建立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赢的双
边关系打下坚实基础。“我相信，巴拿马
与中国建交，将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并造福下一代。”

巴拿马国土面积 7 万余平方公里，
人口 400 多万，国家虽小，却因巴拿马运
河而声名远扬。

巴拿马运河连通太平洋与大西洋，
是世界上重要的航运水道之一。全球
每年近 6％的贸易运输通过该运河，因
此 这 条 运 河 有“ 全 球 贸 易 晴 雨 表 ”之
称。巴拿马因其地理位置衔接南北美

洲的特点，再加上运河的存在，成为世
界航空和海运的枢纽之一。

水到渠成的外交决策

中国与巴拿马虽然相隔遥远，但两
国间的友谊却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最
早一批华人抵达巴拿马至今已有 160 多
年。早期来巴拿马的华人劳工参与了
巴拿马铁路和巴拿马运河的建设，为这
两项举世瞩目的工程付出了辛勤的汗
水甚至生命的代价。

其中有不少华人选择在巴拿马定
居。据统计，目前旅巴华侨华人总人数
超过 15 万。

自 1996 年起，中国和巴拿马开始互
设贸易发展办事处。据中国海关统计，
2016 年，中巴双边贸易额为 63.83 亿美

元，中方主要出口轻工和纺织品、燃料
油、橡胶和塑料鞋、计算机和通讯产品
等，进口鱼粉、废金属、水泥和皮革等。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中美洲和加勒
比研究中心秘书长王鹏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和巴拿马两国友好
交往历史悠久，两国建交水到渠成。随
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与北美、
拉美国家经贸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在政
治、文化等领域的吸引力也不断加强，
因此巴拿马与中国建交的意愿也愈发
强烈。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所长、中美洲
和加勒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袁东振说，
中巴建交很正常，这是中国影响力扩大
的必然结果，也是中拉合作发展的必然
结果；中巴建交也非常重要，将提升中
巴关系的全面性，助推中拉整体合作。

除经贸领域外，建交后，两国在政治领
域和国际事务中将有更密切合作。

建交创造合作新机遇

王鹏认为，中国与巴拿马建立外交
关系，将为两国对接合作创造更多有利
条件。

目前，巴拿马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态
势，巴拿马运河的主体扩建工程已经完
工，但相应的运河配套设施扩建正在进
行中，运河管理局表示希望尽快再次扩
建运河。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
人员和技术优势，这与巴拿马在发展基
础设施方面的需求相契合。中巴建交
将为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带来更
多合作机遇。

中巴建交也有利于两国开展各类
金融合作。巴拿马以其开放的金融业
而闻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银行在这里
设有分行。中巴建交将为中国金融机
构在巴拿马设立分支机构提供便利。

中巴建交还为两国产能合作拓宽
了渠道。巴拿马是重要的国际贸易转
运基地，巴拿马政府有意在港口周边建
设相应的产业园，以推动产业发展，而
中方在这方面有较为丰富的经验，人
员、技术等优势也较为明显。

此外，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
究员贺喜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
出，巴拿马在拉美地区事务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和
美洲国家组织等重要地区性组织的成
员国。中巴建交有利于增强中国与拉
美地区性组织的友好关系。
（参与记者：苏津、赵晖、陈寅、朱婉君）

（新华社墨西哥城6月12日电）

国际观察

巴拿马与中国建交有何考量
新华社记者 李文清

6 月 12 日，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宣布巴拿马与中国建交。 新华社发

中巴建交：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新华社记者 冯俊扬

2017 年 6 月 12 日，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巴拿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是 2011 年 10 月 16 日，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通过巴拿马运河船闸。 新华社发

巴拿马总统宣布巴拿马与中国建交

沙特等多个阿拉伯国家本月 5 日突然
宣布与卡塔尔断交，之后又公布一份“与
卡塔尔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名
单，而卡塔尔 12 日重申拒绝外部干预其
外交事务。与此同时，这场风波中的幕后

“庄家”也渐渐浮出水面。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日前指出，这场

冲突刚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沙
特后不久。沙特成为特朗普就任美国总
统后的第一个出访国家，并给予特朗普极
为隆重的欢迎。在访问期间，美国保证向
沙特出售 1100 亿美元的军火。

俄罗斯《观点报》指出，海湾地区外交
冲突的真正原因或许出在美国本身。该
报说，特朗普 6 日发推特称，正是自己在
沙特的演讲促成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令
卡塔尔放弃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支持，

“看吧，领导人指向了卡塔尔”。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董漫远

指出，卡塔尔断交风波中，美国发挥了关
键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
所长孙德刚也认为，造成卡塔尔断交风波
的最直接原因是特朗普的中东之行。

关于美国对中东形势的考量，这些分
析人士认为，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的全
球战略和中东政策都将有所调整。但是
无论如何变化，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主导
思想不可能改变。

就其中东政策来说，防止任何一方在
中东地区崛起并替代美国成为该地区的
主导者，恐怕才是美国首先会考虑的问
题。即使中东像西方媒体所猜测的那样
出现一个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版北约”，
这个“阿拉伯版北约”也未必会对美国俯
首帖耳，而且它还有可能让以色列坐立不
安。因此，不断挑拨阿拉伯国家之间关
系，使之无法实现其团结梦想，并为美国
继续插手海湾事务敞开窗口，也许才是美

国最优先选项。
法国《回声报》援引法国地缘政治专

家弗雷德里克·昂塞尔的话说，这场断交
风波“是阿拉伯世界巴尔干化的新阶段，
是 阿 拉 伯 世 界 地 缘 政 治 崩 塌 的 又 一 证
明”，而且“这个新阶段是严峻的，因为海
湾合作委员会正在解体”。

对于解决这场断交风波的前景，专家
们都表示谨慎乐观，原因是如果沙特和卡
塔尔关系继续恶化，必然会对本已错综复
杂、狼烟四起的中东局势带来负面影响，
这是国际社会所不愿意看到的。此外，两
国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而且美国在这两
个国家都设有军事基地，因此美国不大可
能坐视沙特和卡塔尔彻底撕破脸皮甚至
兵戎相见。

但是解决过程将会持续一段时间，而
且可能会很艰难。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
连日来奔走于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之

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在穆斯林
斋月结束（本月 24 日）前解决卡塔尔断交
风波，并重申了土耳其通过和平途径解决
这场风波的决心。

目前，这场外交危机已经出现缓和迹
象。参与调停斡旋的科威特外交大臣谢
赫萨巴赫·哈立德 11 日发表声明说，卡塔
尔表示愿意和与其断交的海湾国家举行
对话。沙特、巴林和阿联酋也分别发表声
明说，政府官员会考虑“人道主义案例”，
允许部分卡塔尔人继续留在境内。

博联社总裁、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马
晓霖认为，局势可能会在各方调停下缓和
下来，但卡塔尔和沙特的矛盾和裂痕会进
一步加大。卡塔尔可能不会放弃独立自
主和多边平衡的外交政策，而沙特要做地
区大国，两者的外交目标存在结构性冲
突。此外，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一体化及其
未来运作也可能受到这场断交风波的打
击。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中国和巴拿马13日签署建交联合公报，决定
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消息传出，巴拿马朝野一片欢呼。他们中
不少人士认为，巴拿马政府早就应顺应世界潮
流和国内民心，作出这一正确选择。

近年来，中国和拉美国家关系在平等互
利、共同发展的快车道上加速前行，各领域合
作成果丰硕。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国家的第二
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国。迄今，已有
5个拉美国家加入了亚投行。包括阿根廷总统
马克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在内的多位拉美国
家领导人出席了今年 5 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拉美地区成为“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

合力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成为中拉双方
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

知水草者莫如马。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
加 2006 年 6 月与中国建交，2010 年与中国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中哥关系的发展随后进入“快
车道”。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已成为哥斯达
黎加第二大贸易伙伴。哥斯达黎加向中国的
出口额比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
尔瓦多这四个尚未同中国建交的中美洲国家
对华出口的总额还要多。

当年决定和中国建交的哥斯达黎加前总统
奥斯卡·阿里亚斯在中哥建交10周年之际感慨
地说，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适应国际大趋
势，顺应时代潮流，锐意改变方能为国家赢得灿
烂的未来。中哥建交后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证
明，他在10年前作出和中国建交的决定是非常
明智的。

这就是人心所向。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
断提升，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正阔步前行，中
国理念的感召力、中国外交的亲和力正不断上
升。在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是普遍共
识。中巴建交可谓水到渠成。

我们相信，中
巴关系必将迎来
更加美好的未来。

卡塔尔断交风波中的隐身“庄家”
新华社记者 王储

新闻分析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12日电（记者
徐剑梅）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和相邻马
里兰州的检察长 12 日联名针对美国总
统特朗普提起诉讼，控告他作为总统违
反美国宪法中的薪酬条款，寻求通过法
院立案审理迫使特朗普公开纳税申报
表。白宫当即指责这一诉讼具有党派
政治动机。

这是美国首次由政府实体发起针
对特朗普的诉讼。华盛顿特区检察长
卡尔·拉辛和马里兰州检察长布赖恩·
弗洛斯在呈交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
的起诉书中说，特朗普今年 1 月就职以
来，打破避免所任公职与私人利益冲突
的多个承诺，收受外国政府费用和利益
数以百万美元计，不仅“史无前例地违
宪”，也破坏了美国政治制度完整性。

两名检察长还表示，如果联邦法官
同意立案，将要求获取特朗普的财务记
录，包括他自竞选以来一直拒绝公布的
纳税申报表，以评估其与外国政府的经
济往来状况。他们还指责共和党占据
多数的国会参、众两院没有认真对待特
朗普所涉利益冲突问题。

由于两名检察长都是民主党人，白
宫发言人斯派塞就此在 12 日白宫例行
记者会上回应说：“不难得出这样的结
论：党派政治可能是（诉讼）动机之一。”
斯派塞说，预期特朗普政府将寻求阻止
联邦法院立案受理。

当天，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林
赛·扬切克发表声明指责这一针对总统
的起诉“荒唐”，要求民主党人停止使特
朗普总统职位非法化的图谋。国会众
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民主党联邦众议
员希拉·李则呼吁国会就特朗普所涉利
益冲突展开调查。

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司法
部针对今年 1 月由华盛顿一家非营利
组织率先提起的类似诉讼，9 日提交长
达 70 页的法律报告，辩称特朗普家族
企业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接受外国
政府市场支付是受到法律允许的行为，
要求联邦法院撤销诉讼不予立案。就
此，两名检察长反驳称特朗普的违宪程
度“前所未有”，给华盛顿特区和马里兰
州都带来消极影响。

新华社布达佩斯6月12日电（记者
杨永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12 日在国
会会议上讲话时说，只要青民盟和基民
党还执政，就会拒绝欧盟强制性分摊难
民的政策。

欧尔班是在总结政府最近进行的
“民族协商”问卷调查情况时说这番话
的。他说，政府共收回 168 万份调查问
卷，这是一个“绝对的纪录”。

欧尔班说，经过对调查问卷进行汇
总，匈民众一致认为：应该将非法移民
置于监督之下，如何安置应由政府做出
决定；应该惩罚那些对非法移民提供帮
助的行为、人口走私以及对非法移民进
行宣传的行为；接受外国资助的组织必
须进行注册，并说明受哪个国家、哪个
组织的委托，出于何种目的在匈牙利运
营；匈牙利经济的未来应该由匈牙利人
决定，未来的税收制度也要由匈牙利人
决定。

欧尔班说，多数匈牙利人认为，不
允许布鲁塞尔（欧盟）把控制权从我们
手中拿走，不允许布鲁塞尔把难民分摊
安置计划强加给匈牙利，不允许布鲁塞
尔干涉匈牙利在税收、工资和能源费上
的决定权。

匈牙利政府 4 月 1 日发起一项全国
性的“民族协商”问卷调查活动，就如何
应对欧盟难民政策等问题征集国民意
见、寻求国民支持。

新华社巴格达6月12日电（记者程
帅朋 魏玉栋）伊拉克一名议员 12 日晚
表示，摩苏尔东部一处平民安置营地内
约 900 名平民当天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伊议会负责平民安置相关事务的
议员扎希德·哈图尼对媒体表示，居住
在摩苏尔东部哈桑沙姆 U2 安置营地内
的约 900 名平民在用完斋饭后出现食物
中毒症状。

哈图尼说，中毒者被送往医疗机构
接 受 治 疗 ，其 中 多 为 妇 女 、老 人 和 儿
童。目前情况已得到控制，尚未出现人
员死亡。

哈桑沙姆 U2 安置营地位于摩苏尔
以东约 30 公里处，数周前刚刚开放，专
门用来接收从摩苏尔西部城区撤离的
平民。

伊拉克援助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
始于去年 10 月的摩苏尔收复战已造成
70 多万平民流离失所。目前，摩苏尔西
城战事仍在继续。

特朗普被起诉违宪
白宫指责有政治动机

匈牙利总理说

拒绝欧盟
强制性分摊难民

伊拉克摩苏尔东部
约900名平民食物中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