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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在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人们在积
水中行进。

因连日降雨，巴基斯坦多地发生洪水灾情。
□据新华社

巴基斯坦洪水泛滥

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7月30日发布
的民调显示：51%的美国选民认为总统
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7月中旬以来，
特朗普在各种场合以激烈言辞抨击少数
族裔的民主党议员，使得美国政坛笼罩
上厚厚的种族主义阴云。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打种族牌，无
论是一种竞选策略，还是内心流露，其后
果都是挑起种族情绪，加剧美国政坛和
社会的分裂。

种族主义阴云

7月18日，国会众议院监督和改革
委员会主席、民主党非洲裔众议员伊莱
贾·卡明斯在听证会上批评美墨边境非
法移民拘留设施状况。27日，特朗普发
推文攻击卡明斯及其所在的非裔居民占
多数的巴尔的摩选区，称巴尔的摩是“美
国管理最烂和最危险的地方”。

这是特朗普对少数族裔民主党议员
的新一轮攻击。7月中旬，特朗普连续发
推文攻击对他持批判态度的4名少数族
裔民主党国会女议员，称她们应该返回

自己“破碎凋敝、犯罪猖獗”的祖籍国。
为此，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7月16
日通过决议，谴责“总统的种族主义言
论”，称“这些言论把对新美国人及有色
人种的恐惧和仇恨合法化，并助长这种
恐惧和仇恨”。

美联邦执法机构“就业机会均等委
员会”在其网站上明确将让少数族裔“回
（祖籍国）去”等列为典型的工作场所非
法骚扰用语。在美国职场，任何人如公
开这样讲，不仅可能丢掉饭碗，还可能触
犯就业歧视法规。

沿时间线回溯，特朗普引发争议的
种族色彩言论可以开列一份长长的清
单。在历次争议中，特朗普往往被对手
指责为“种族主义者”。而如今，受党派
对立和身份政治的气氛影响，共和党人
对特朗普的种族色彩言论要么保持沉
默，要么出面为特朗普“灭火”，否认特朗
普是种族主义者，并与保守派媒体一道
致力于把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包装成

“本土保护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也使
得特朗普可以无视民主党人和自由派舆

论的抨击。

加深社会裂痕

分析人士认为，最近特朗普频频打
出种族牌，可能因“嗅”到威胁其连任前
景的某种风险，促使他通过打种族牌等
手段对支持者进行情感动员，维系和提
升基本盘的支持率，进而继续把种族牌
打造成2020年大选中对战民主党的重
要法宝。

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调还显示，尽
管过半美国选民认为特朗普是种族主义
者，但也有45%认为不是。考虑到统计
误差率，认为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和认
为不是的美国选民几乎各占一半。

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最新
民调，近九成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因种族
问题分裂，多数选民认为民主、共和两党
对何为“美国人”的定义不同。可以说，
这些分裂的民意构成了特朗普打种族牌
的社会土壤。

不过，特朗普强化种族牌争取白人
选票具有相当高的风险。此举不仅可能

刺激非裔和拉美裔等少数族裔，推高民
主党选民的投票率，还可能令教育程度
较高的白人女性和白人郊区选民对他感
到失望，进而削弱自己的票仓。

况且，对包括多数民主党选民在内
的美国民众来说，决定投票意向的最重
要因素始终在于经济。正如近期一些民
调所显示，大多数少数族裔民主党选民
最关心的不是种族平等，而是就业机会。

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临时主席唐
娜·布拉齐尔曾警告，打种族牌是一种分
裂的、两极分化的老式战略，在短期内可
能获得回报，但从长远看，它正在破坏美
国，撕裂美国社会。

分析人士认为，2020年美国大选本
来就难以摆脱又一场“分裂大选”的命
运，尝到甜头的特朗普很可能已养成对
种族牌的某种依赖，而不会特别忌惮操
弄种族议题所带来的高风险。这也预示
着随着大选前哨战的打响，种族主义言
论在美国朝野内外可能愈发甚嚣尘上，
而政客们对种族牌的每一次运用，势必
加深已有的社会裂痕。

特朗普为何频打种族牌
□新华社记者 徐剑梅 孙丁 刘阳

新华社曼谷8月
1日电 第52届东南
亚国家联盟（东盟）外
长会议 7 月 31 日在
轮值主席国泰国首都
曼谷举行。会议当天
发布联合公报，强调
东盟各国应进一步加
强合作、提升伙伴关
系，以在复杂多变的
地区和国际形势下实
现东盟的可持续发
展。

联合公报说，与
会各国外长承诺将继
续加强东盟内部、东
盟与外部伙伴之间的
合作，以打造一个“以
人为本、共同进步、面
向未来、居于地区核
心位置的东盟共同
体”。

联合公报重申支
持多边主义和可持续
发展理念，缩小东盟

内部发展差距。东盟国家将努力寻求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与地区
其他互联互通战略的对接，以促进该地
区人员、机构等方面的交流。

东盟呼吁相关方在今年内完成《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
判，最终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和
互惠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联合公报还说，东盟欢迎第21次
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的举行，强调东
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在促进东
亚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方面发挥的重
要作用。

联合公报说，东盟各国将继续加强
合作，打击各种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
毒品生产和走私、贩卖人口等犯罪活
动，并加强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此
外，东盟还致力于维护和促进南海和
平、安全与稳定，强调全面、有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日本央行官员说

美联储降息是
预防性政策措施

新华社东京8月1日电 日本央行
副行长雨宫正佳1日在鹿儿岛县出席
会议时表示，美联储降息是在当前世界
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为防止经
济和通胀形势恶化而采取的预防性政
策措施。

雨宫正佳说，日本央行将高度关
注世界经济风险以及各主要央行推出
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
影响。与其他主要央行一样，日本央
行将在必要时推出新的政策措施以防
范风险。他说，对日本而言，继续降低
长短期利率、扩大国债等资产购买规
模、加快货币发行速度等都是扩大宽
松的选项。

日本央行7月30日在货币政策会
议后发布声明说，为实现2%的通胀目
标，央行将坚持现行超宽松货币政策。
若出现重大经济风险，央行会“毫不犹
豫”推出新的宽松措施。

新华社墨西哥城7月31日电 墨
西哥外交部7月31日针对无监护人陪
伴的未成年移民推出一系列保护措施，
包括协助申请在墨西哥避难、遣送移民
中心等。

墨西哥外交部在首都墨西哥城召
开发布会宣布，针对无成年监护人陪伴
的未成年移民，将采取包括帮助他们申
请在墨西哥避难等一系列措施，墨西哥
多个部门将参与其中。

墨西哥卫生部下属的全国家庭综
合发展体系负责人加西亚介绍说，有关
方案包括确定未成年移民身份、遣送至
附近收容所等。在收容所内，专家将针
对每名未成年移民的情况，提出申请避

难、寻找临时接待家庭或遣送至移民中
心等建议。希望这些措施能保护移民
儿童群体及其权利，减少他们所受的身
心伤害。

墨西哥外交部副部长玛尔塔·德尔
加多说，墨政府将先在一些地点试用这
些措施，然后尽快推广。

去年以来，越来越多中美洲未成
年移民在无成年监护人陪伴情况下进
入墨西哥境内，寻求抵达美国。据墨
西哥国家移民局公布的数据，今年上
半年，墨西哥共发现并送往移民部门
8525名无监护人陪伴未成年移民，他
们主要来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
地马拉。

墨西哥将采取保护措施
应对无监护人陪伴未成年移民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高峰8月1日表示，美方在
备忘录中否认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成
员的发展中成员地位，这既不符合事
实，也不符合世贸组织（WTO）的原则
和精神。

针对美方近日对 WTO 改革施
压，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说，发展问题是WTO工
作的核心。虽然近年来部分发展中成
员快速发展，但总体上南北发展的鸿
沟依然存在，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
发展中成员仍然需要政策空间以促进
经济、社会、环境、减贫、就业等全方位

的发展。发展中成员特殊与差别待遇
的权利应该得到有效维护。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在诸多方面仍然需要较长的时间
追赶发达国家。”高峰说。

比如，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日
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人
类发展指数在全球排名是第86位，
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仍然低于经
合组织1990年的水平；2000至2016
年期间，中国与美国的人均收入绝对
值差距从4.3万美元拉大到4.6万美
元；中国农业占GDP比重是 7%，仍
高于多数的中等收入国家；2018年

中国非正式就业占比达到 50%至
74%；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仍处于
中低端环节。

高峰表示，作为负责任的发展
中大国，中国会继续承担与经济发
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
也会与其他发展中成员一道，坚定
维护发展中成员应有的合法权益，
并将在世贸组织改革中发挥建设性
的作用。

“希望美方摒弃单边主义、霸凌主
义的错误做法，与世贸组织其他成员
共同努力，推动世贸组织改革进程朝
着积极的方向前进。”他说。

商务部回应美施压WTO改革：

不符合事实和WTO原则

新华社耶路撒冷7月31日电 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月31日表示，以
色列不会撤除约旦河西岸任何一个犹
太人定居点，同时计划未来几年内在约
旦河西岸为犹太人定居者新建大约
8000套房屋。

内塔尼亚胡当天视察约旦河西岸
巴勒斯坦城市伯利恒附近埃弗拉特犹
太人定居点时表示，即使以色列与巴勒
斯坦双方未来达成和平协议，任何一个
犹太人定居点也不会被撤除，任何一名
犹太人定居者也不会被要求撤离。

同日，内塔尼亚胡还在其社交媒体
“推特”账户发文称，未来几年内，以色
列政府将在约旦河西岸为犹太人定居
者新建大约8000套房屋。

当天早些时候，此间媒体援引不愿
公开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的消息报
道说，以色列内阁于30日“罕见批准”在

约旦河西岸C区为巴勒斯坦人建造700
套房屋，但是同时也批准在这一地区为
犹太人定居者新建6000套房屋。

长期关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犹
太人定居点活动的左翼组织“现在就和
平”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内阁批准在约
旦河西岸C区为巴勒斯坦人建造房屋
就是“一个嘲弄”，他们不会为生活在C
区的巴勒斯坦人提供“真正答案”。

根据以巴双方1993年签署的协议，
约旦河西岸被划为A、B、C三区，A区由
巴方控制，B区由双方共管，C区由以方
控制。C区面积约占约旦河西岸地区面
积60%，现居住着大约45万名犹太人
定居者及逾25万名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约旦河
西岸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进行
的犹太人定居点活动被认为是阻碍巴
以问题获得解决的主要障碍之一。

以色列总理表示不会撤除
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

新华社莫斯科7月31日电 俄罗
斯总统新闻局7月31日发布公告说，俄
总统普京当天向国防部下达指示，要求
军队参加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森林
灭火工作。

俄国防部说，国防部长绍伊古根据
普京指示，下令成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边疆区森林灭火救援机队。俄空天军
的10架伊尔-76运输机和10架运输直
升机将飞往这一地区参与森林灭火。

俄紧急情况部说，两架别-200灭
火飞机和一架米-8直升机已投入克拉
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森林灭火工作，
570人正在当地参与灭火。紧急情况部
第一副部长丘普里扬表示，将增派5架
飞机和950人参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边疆区的森林灭火。
俄总理梅德韦杰夫7月31日飞赴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组织救灾。他说，
将从政府储备基金中额外拨付资金加
强西伯利亚森林灭火工作。他要求紧
急情况部和国防部立即协调灭火工作，
还要求地方领导人亲赴灾区监控灾情
并及时向民众发布火情通报，“最主要
的任务是防止火势向居民点蔓延”。

连日来，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
区发生多起森林火灾。据媒体报道，俄
全境共有约300万公顷原始森林发生
火灾，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克拉斯诺
亚尔斯克边疆区全境、布里亚特共和国
和萨哈共和国的部分地区因火灾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

普京要求俄军队参与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森林灭火

新华社耶路撒冷7月31日电 以
色列总理办公室7月31日说，以总理
内塔尼亚胡当晚在位于耶路撒冷的总
理办公室会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高级
顾问库什纳。

一名以色列政府官员告诉新华
社记者，内塔尼亚胡与库什纳一行主
要就美国 6月底在巴林经济研讨会
上推出的“世纪协议”经济方案进行
了探讨。

据以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
美国总统国际谈判特别代表贾森·
格林布拉特、美国伊朗问题特别代
表布赖恩·胡克等人也参加了当晚
的会见。

抵达以色列前，库什纳对约旦进
行了访问。媒体报道说，库什纳此次
中东之行主要是讨论实施“世纪协议”
经济方案。

以色列媒体援引白宫高级官员的
话说，结束此次中东之行后，库什纳
一行将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
斯、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汇报此行成果，并“讨论为扩大巴林
经济研讨会成果下一步将要采取的
诸多步骤”。

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说，特朗
普计划在以色列大选前与阿拉伯国家
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峰会，讨论“世纪
协议”。但随后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说，

目前尚无举行峰会的计划。
6月25日至26日，美国和巴林在

麦纳麦合办题为“和平促繁荣”的经
济研讨会，库什纳推介了“世纪协议”
经济方案，主要涉及在巴勒斯坦投
资、兴建基础设施、解决就业问题
等。巴勒斯坦方面认为该方案有损
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反对这一研讨
会并拒绝参加。

特朗普上任后，开始酝酿所谓“世
纪协议”，希望以此推动巴以双方实现
最终和平。“世纪协议”的政治方案尚
未公布。巴勒斯坦方面多次表示解决
巴勒斯坦问题，政治方案必须先于任
何经济方案。

内塔尼亚胡与库什纳讨论“世纪协议”经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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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罗马7月31日电 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7月31日在意大利首都
罗马举行总干事交接仪式。今年6月份
当选的粮农组织新任总干事屈冬玉将
从8月1日起正式上任，接替若泽·格拉
齐亚诺·达席尔瓦。

屈冬玉在交接仪式上感谢达席尔
瓦对粮农组织作出的贡献。屈冬玉表
示，在未来4年任期内，他将致力于使粮
农组织变得更有活力、更加透明、更有
包容性。他将力求把现代科学技术和
创新性方法运用到粮农组织工作中，通
过数字化手段以及加强与学界和私营
部门的合作提高该组织的效率。

屈冬玉用“新征程，新任务，新使
命”9个字向新华社记者概括了自己的

感想。
达席尔瓦说，粮农组织在通过技术

和其他手段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说，屈冬玉知识
和经验丰富，能够为粮农组织作出重
要贡献。

今年6月23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屈冬玉在罗马举行的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大会第41届会议上当选粮
农组织新任总干事，成为该组织历史上
首位中国籍总干事，任期至2023年7月
31日。

粮农组织成立于1945年，总部设
在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中专门的农业机
构，在全球粮农政策交流、标准制定、信
息统计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

联合国粮农组织举行
总干事交接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