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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9月 1日在奥地利维也纳拍摄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政治总司长级会议现
场，各方重申维护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    新华社发

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均看好中国下半年经济表现

“金砖之父”夸赞：中国经济从疫情中迅速复苏
■本报记者 裘雯涵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近日
发布的报告，按照目前的经济和疫情态势，中国
将是 2020年二十国集团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
长的国家。这引起了外媒和经济学家的关注。英
国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金砖之父”吉姆·奥尼
尔近日表示， 中国经济在疫情复苏之路上发展
良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重要驱动力。

奥尼尔曾担任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盛
资产管理公司主席、 英国财政部商务大臣。

2001年，他最先提出“金砖”概念，并预测金砖
国家占全球经济比重将大幅上升。

奥尼尔认为， 中国最新消费零售数据表

明，中国经济正在加速复苏。据中国国家统计
局 15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为 33571亿元，同比增长 0.5%，增速年内
首次由负转正。

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采访时，奥尼尔说：“我认为，到 2020

年底，中国 GDP 仍将实现正增长。到 2021 年
底，中国 GDP增长甚至可能已经弥补了损失，

而且是趋势上的损失。”

此前奥尼尔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在世界
各国努力应对疫情之际，中国经济复苏对全球
经济重回正轨至关重要，“中国恢复到正常的
经济增长， 将对全球经济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能够让世界其他国家松一口气。”

为何中国经济增长优于预期？经合组织首
席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恩指出， 中国迅速控制
住疫情，并提供了政策支持，让经济活动得以
迅速恢复。

NatWest Markets 全球战略主管麦考密克
也在《金融时报》撰文称，最近人民币升值和中
国经济增长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中国对疫情的良好应对和管控带来
了良好的经济效果。美国和欧洲仍在努力应对
第二波疫情，但中国的确诊和病亡病例相对低
得多。中国 8 月经济活动数据也显示，消费者
已参与到经济复苏中，预计将继续从良好的疫
情管控中获得增长红利。另一个促进经济增长
的主要因素是出口。麦考密克指出，近几个月

来，中国科技、医疗和个人防护设备出口激增。

和奥尼尔等人相同，不少国际机构和经济学
家也看好中国下半年的经济表现。

近日，亚洲开发银行（ADB）就预测，中国经
济 2020年的表现将远好于其他国家。

经合组织 16日也发布《经济展望中期报告》

称， 中国将是 2020年二十国集团中唯一实现经
济正增长的国家。

该报告预计 ， 中国经济 2020 年将增长
1.8%，2021年将增长 8%。 经合组织将这归因于
好于预期的经济复苏。在强劲的基础设施投资推
动下，到二季度末，中国经济活动已迅速恢复到
疫情前的水平。相比之下，美国经济预期将下滑
3.8%，19个欧元区国家将下滑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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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女法官成为热门人选

特朗普周末提名大法官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 21

日宣布，他打算本周末前揭晓已故联邦最高法院大
法官金斯伯格的继任者人选。知情人士披露，两名
联邦上诉法院女法官眼下较受特朗普青睐。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正把大法官
候选人名单从五人缩小至一到两人， 预期 25日或
26日公布最终人选。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设
在芝加哥的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米·科
尼·巴雷特和设在亚特兰大的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
法院法官芭芭拉·拉戈亚眼下是热门人选。

知情人士向美联社披露，白宫内部似乎担忧拉
戈亚的保守派立场不够坚定， 巴雷特更占优势。特
朗普 2018年曾考虑让巴雷特填补大法官空缺，后
转而提名布雷特·卡瓦诺。特朗普当时私下透露，他
“留着”巴雷特以备接替金斯伯格。

拉戈亚知名度虽不高，却是古巴裔，来自选举
关键州佛罗里达。

缠斗还将继续

《国会山报》称，在距离美国大选不到 50

天之际，特朗普政府的最新制裁行为，意味
着华盛顿加大了对德黑兰的施压力度，可能
会加剧紧张局势。

宿敌间的紧张局势加剧时，伊朗却释放
出一丝缓和信号。据路透社 21日报道，伊朗
外交部长扎里夫在纽约外交学会发表线上
讲话时说，伊朗准备与美国进行一次全面的
囚犯交换。扎里夫说：“有些伊朗人在美国监
狱里， 只是因为他们拒绝背叛自己的国家
（伊朗）。我们准备交换所有这些人，以及所
有被关在监狱里的人。”

路透社报道，美伊各自关押对方不少人
员。美国方面多次要求伊朗释放有美伊双重
国籍的巴盖尔·纳马齐和西亚马克·纳马齐
父子。 纳马齐父子 2016年在伊朗获判间谍
罪，刑期 10年。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
民分析，面对美国制裁，伊朗自身也形成了
一定的抗压能力，此番表态口气缓和，不失
为一种外交策略。近几年，随着美国加强制
裁，伊朗在舆论和行动上均有所回应，未来
伊朗可能软硬兼施。

中东专家预计，伊朗可能不会在美国大
选前对美国的制裁做出反应，而是静等美国
大选结果。

美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伊朗未来倡议”

负责人芭芭拉·斯莱文则表示，“世界其他国
家可能会等待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然后决定
是否向伊朗出售武器。”

刘中民指出，美国大选可能是观察美国
政府对伊政策的一个时间节点。 大选前，美
国继续加码、施压伊朗的可能性存在，但美
伊双方仍保持不走向全面战争的底线。

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认为，眼下舆
论存在美国大选“十月惊奇”的讨论，在大选
前，出于选情考虑，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措
施“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至于美伊关
系，根本上很难改变，可能长期敌对下去。

■本报记者 李雪

针对27个关联伊朗核导和常规武器项目的个人和实体，假借联合国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

又“单干”！美对伊新制裁招致国际反对
■本报记者 李雪

一边是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呼唤多边
主义，另一边，美国不顾盟友和国际社会的普遍
反对， 执意向伊朗挥舞起制裁大棒。 当地时间
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对与
伊朗核、 导弹和常规武器项目有关的实体与个
人实施新一轮制裁。就在发布行政令的前两天，

当地时间 1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将启
动针对伊朗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恢复所有
针对伊朗的联合国制裁措施，并发出警告称，联
合国会员国如果不执行制裁，将“面临后果”。

8月以来，针对伊朗，美国动作不断，手中
的绳子越收越紧。不过，美国的一系列动作并
未得到欧洲盟友的响应，在联合国也是多次吃
瘪，在国际社会上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分
析指出，美国的绳索一再收紧，从短期来看与
特朗普意欲提振选情有关， 在美国大选前，仍
存在美国加码施压伊朗的可能性。不过，面对
“极限施压”， 伊朗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抗压能
力，未来或软硬兼施继续与美国“斗法”。

矛头指向伊朗和委内瑞拉

美国总统特朗普 21日发布行政令， 宣布
对 27个支持伊朗核、 导弹和常规武器项目的
相关实体与个人实施制裁和出口管制。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当天声称，行政令是美方执行联合
国对伊武器禁运和对规避联合国制裁者追责
的“有力工具”。白宫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美
国现在已经恢复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

《纽约时报》还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还将矛
头指向了另一个目标：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称
因马杜罗与伊朗合作，美国将其列入制裁名单。

在行政令发布前两天， 美国单方面宣布，

已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号决议中的 “快
速恢复制裁”机制恢复联合国对伊制裁，并威
胁联合国会员国若不执行制裁将“面临后果”。

不过，美国这种自说自话、强行“代表”联
合国的做法已招致包括其盟友在内许多国家
的强烈反对。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
伊核协议参与方分别致函安理会主席，就美国
单方面宣布安理会恢复对伊制裁表明反对立
场，欧盟也发表声明表示反对。这反映出国际
社会的共同立场和普遍共识，凸显美国失道寡
助的窘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1日主持例行

记者会时表示，美国已经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
议，不再是全面协议参与方。美方对国际法合
则用、不合则弃，不仅自己不守法，甚至还扬言
要以非法单边制裁胁迫其他国家。这种蛮横无
理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和反
对。中方注意到有关国家对中东海湾局势的关
切。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已就此提出倡议，即
各方在维护伊核全面协议的前提下，另辟地区
国家对话平台，推动形成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
新共识。中方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推动伊
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进程。

《纽约时报》评论，美国政府这一行为“厚
颜无耻”， 美国曾与欧洲盟友一道应对伊朗核
问题，而现在美国成了“被孤立者”。国际危机
组织联合国项目主任理查德·高恩坦言， 特朗
普政府在过去三年多里不断破坏多边协议。

就在美国出台新制裁的同一天，联合国大
会通过《纪念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宣言》，重申
遵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和安理会相关决
议以及维护国际军备控制、不扩散和裁军协定
及其架构的重要性，并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合
作的重要性。

手挥大棒，眼观选票

那么，为何即使“孤家寡人”，美国也要对
伊朗挥舞起制裁大棒呢？

根据 2015年伊核协议， 联合国对伊朗常
规武器禁运相关条款将于 10 月 18 日到期。

2018年，特朗普任性“退群”，退出伊核协议。今
年 8月， 美国曾寻求安理会延长这项禁运令，

不仅未能达成目的，还遭到盟友公开反对。

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指出，美国一意
孤行，主要是做给美国选民看。华黎明认为，美
国制裁伊朗的手段已经接近穷尽，美国目前能
使的招数有限：一是向伊朗极限施压，二是组
织阿拉伯国家反对伊朗。

路透社称，这一新制裁呼应了特朗普限制
伊朗区域影响力的努力。最近，特朗普政府频
频打出“中东牌”，就在一周之前，在美国的牵
线下，阿联酋、巴林两个阿拉伯国家与“宿敌”

以色列“握手”，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政府
在中东地区的“牵线搭桥”可能使该地区反伊
朗阵营更加壮大，同时也有助于特朗普在美国

总统选举前拉拢亲以色列的美国选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
认为，除了着眼大选、提振选情，特朗普政府执
意制裁伊朗，需要与其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结合
起来看，具有现实利益、地区战略等多层次的
考量。第一，特朗普政府推动中东地区盟友对
抗伊朗，使海湾国家加强对美依赖，美国将能
够顺利军售，从中获利；第二，特朗普政府塑造
对伊紧张气氛， 将威慑各方减少与伊朗来往，

使美国更容易操控中东格局。

伊朗批美国“无新意”

不过分析指出，美国制裁伊朗效果或有限。

据外媒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

美国新一轮制裁“没什么新意”，美方对伊朗已
施加了所有压力，但伊朗没有屈服。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核问题项目副主
任兼高级研究员艾瑞克·布鲁尔认为，“到目前
为止，这一切都只是做做样子。”他说：“看看新
制裁名单， 这些被制裁对象以前遭受过相关制
裁。此外，这些制裁措施可以在现有的行政命令
下实施，而无需经过‘快速恢复制裁机制’。”

皮尔斯伯里律师事务所的制裁专家马特·奥
瑞斯曼表示：“在执行制裁方面，美国几乎无能
为力。 这主要是美国宣称联合国不会在 10月
份解除武器禁运的一种方式。”

不过，刘中民指出，美国在遭遇世界各国
反对的背景下我行我素、 重启对伊朗制裁，说
明特朗普政府态度坚决。

专家指出，从美伊关系本身看，美对伊制
裁效果有限。不过，美国的行为可能给其他国
家、企业带来较大威慑作用，如果美国继续强
化制裁，伊朗的处境或更加艰难，其他各方与
伊朗的合作空间或更加有限。

华黎明认为，美国挥舞制裁大棒，伊朗经
济民生可能继续恶化， 但达不到颠覆伊朗政
权、经济崩溃的局面，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比较
无奈的一点，绳索越来越紧，但勒不死伊朗。

还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一系列举动的真
正目的是在美国大选前扼杀伊核协议。美国智
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里特·布
兰克指出，美国本可以通过其他制裁手段达到
对伊武器禁运的目的，而之所以诉诸“快速恢
复制裁”，更多是为了动摇安理会第 2231号决
议的法律框架或激起伊朗的过度反应，从而让
下届美国政府很难重回伊核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