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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澳等 12个国家 10月 5日结束“跨太平
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部长级谈判，达成
TPP 贸易协定。TPP 赋予成员国巨大的投资贸
易便利性，同时也使成员集团在贸易投资等方
面产生天然排他性，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在
出口、投资等方面可能会承受一定压力。

显然，美国希望借助 TPP“书写规则”。在 5
日的一份声明中，奥巴马对此直言不讳：“我们
应当书写规则，为美国商品开启新市场，为保护
工人、保护环境设定高标准。”

无论美国设计、推进 TPP的初衷如何，事实
是，TPP迄今没有邀请中国加入，中国迄今也没
有主动申请加入。

不过，在经济学家眼中，TPP被过度政治化
是一种危险的狭隘主义倾向，可能偏离其自由
贸易的原始意愿。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
初创阶段 TPP把中国排除在外并不明智。美国

《财富》杂志 6 日就评论说，不邀请中国加入是
“一个可怕的错误”。

能有多大力？

“那些认为 TPP 可以帮助美国应付中国在
亚太地区影响力的观点，也许在国会山或其他
政策论坛上很有市场，但这种论点却实实在在
存在不少谬误。”文章说。

文章从中国的经济体量、吸引力、自贸协定
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 TPP 几乎不可能对中国
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

从体量上说，文章认为，“试图靠一个特惠
型贸易网络就想把中国反锁在外，是个天真的
想法”。且不谈中国对汇市和证券市场的“纠
错”能力，仅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就是一个无法
轻易撼动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已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在未来十年，中国有可
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截至 2014年
底，中国在全球投资超过 8700亿美元，有效扩展
了原材料和工业部件来源。

在“吸引力”方面，文章说，中国已经推动成
立亚投行，这将极大程度帮助亚太地区国家基
础设施建设，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亚投行不仅
吸引了 40多个域内成员，还吸引了 20个域外成
员加入，亚投行成员中，还包括半数以上 TPP成
员国，如澳大利亚、文莱、马来西亚、新西兰、新
加坡和越南。

在自贸协定方面，“最关键的是，中国自
2005年开始就与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
新加坡、秘鲁、越南等 TPP国家商议或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因此，认为 TPP可以把中国排斥在外
的观点，是有缺陷的逻辑。”

因此，《财富》文章认为，TPP与中国现有的
在亚太地区的自贸协定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有着
交集的贸易集团，“两者在经济上应当相互需
要，而不是相互不信任”，“因此，建立一个吸纳
北京为创始成员的 TPP 可以从经济上更见成
效、从政治上更促互信。”

能有多封闭？

诚然，TPP一旦建成，将在亚太地区形成一
个“封闭的”自贸圈。但《财富》文章质疑，这个
自贸圈的高密闭度只是目前设想的情形。“看看
全球的供应链就会发现，TPP 不可能离开中
国。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已经
让中国有能力把自己设计、开发和生产的产品
通过其他 TPP成员打入美国市场。”

举例说，中国可以在中巴自贸框架下从巴
基斯坦进口棉花，然后进行纺织、印染、设计等

上游环节的制作，而后通过中越自贸框架把成
品布出口至越南。与此同时，日本在 TPP 框架
内把扣子出口到越南，由越南进行下游环节的
生产，最终制成服装，在 TPP框架下出口到澳大
利亚、日本和美国。由于越南是 TPP成员，因此
在三个国家享受纺织品免关税待遇，可分别获
得 5％、10.9％和 16.5％的关税减免。在此过程
中，由中国完成的布料生产不仅进入 TPP市场，
而且还比直接出口到三个发达国家享受了免关
税的待遇。

《财富》文章说，即便中国不加入 TPP，也能
通过现有的双边自贸协定或区域自贸协定把商

品打入 TPP市场。“事实上，一些中型中国企业，
例如天虹纺织集团，已经在越南开设工厂。再
如，沃尔玛在美国的零售商也不会停止在中国
的包工生产。”

文章说，中国已然是亚洲的制造中心，已然
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是不争的事实。当
华盛顿激烈讨论有关 TPP 的各种问题时，有必
要加入最基础的一个问题：“美国究竟为何在打
造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时不去寻求它在太平
洋地区最大贸易伙伴的合作呢？”

英国《经济学家》此前也撰文认为，美国在
TPP问题上的急迫态度实际上是因为中国成功

发起亚投行让美国措手不及，美国急于通过
TPP 扳回一局。但文章认为，贸易协定本身应
当更多着眼于自由贸易本身，过度政治化只会
使这个协定走向狭隘主义。

美国经济学专家认为，奥巴马试图让美国
书写规则的愿望可以理解，但任何贸易协定都
不应该被扣上太多的政治意图，背离自由贸易
和健康竞争的原则。

读懂三要点

对于近期有关 TPP的各界热议，包括“恐慌
说”和“无视说”两个极端，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
会副会长、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李
长久指出，TPP值得关注、学习、研究，但也不要
夸大 TPP的作用。读懂 TPP，要领会三点核心。

首先，TPP有“制衡中国”的意图，但难以实
现。

李长久说，美国在设计 TPP 以及谈判过程
中没有邀请中国参加，显然有用意。事实上，美
国在全球战略东移、亚洲再平衡的战略部署中，
已经明确把 TPP 写入其中，使之成为军事东移
之外的重要经济东移手段。

但在实际操作中，TPP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这条路布满艰难。也许是为了某种目的，
TPP 给经济贸易投资、国有企业等内容设置了
非常高标准的准入门槛，但这些门槛，在把中国
拦在门外的同时，也给 TPP 内部的一些国家制
造了极大的参与障碍。除了美日澳等发达国家
外，TPP12 国中还有不少发展水平远不及中国
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竞争力、
经济结构与中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通过
设置门槛来排斥、挤压中国的战术客观上不可
能实现，而且有可能给 TPP 内部一些成员造成
一种被动局面。

其次，TPP 对中国经济有影响，但极为有
限。

李长久认为，TPP虽然拉拢了亚太地区的一
些国家，但偌大的亚太地区并非只有 TPP一个投
资贸易框架。例如亚太经合组织，囊括了环太平
洋主要国家，它的影响力、辐射力以及拉动力要
比 TPP大很多。另外，中国还积极参与中国－东
盟 10＋1、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区域合作组织、次
区域合作组织，这些区域合作已经显现成果，而
且正在进入一个发展的上升期。相比还有很长
过程才能付诸实施的 TPP，中国正在积极参与的
这些区域合作更加务实有效。因此，李长久认
为，不必过分看重 TPP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即使中国不加入 TPP，它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影响
也会处于一个非常有限与可控的范围内。

第三，包容开放，乐见其成。
李长久说，对于 TPP等贸易框架和协定，只

要有利于世界贸易投资和地区贸易投资的正常
和健康发展，中国的立场一贯是，包容开放，乐
见其成。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力争调动沿线 65个国家和地区的 44亿人
口，通过对沿线基础设施领域的巨大投资，以及
贸易、金融、服务等在世界范围内的互联互通，
有效带动全球需求，真正做到立足亚洲，连接四
面八方，沟通五湖四海。

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错综复杂的
国内外经济形势中自我调整并深化改革。中国
正在布局一个辐射状的自由贸易网络，从中国
与冰岛、瑞士自贸区启动实施，到中韩、中澳自
贸协定的签署，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 14个。伴
随“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在调动远不止 12个
国家的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到更广泛、更开放
的合作中去。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10月 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改组内阁，19名内
阁大臣中，官房长官菅义伟、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
生太郎、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等 9 名核心大臣留任。
新大臣中，除经济产业大臣林干雄外，其余 9人系首
次入阁。这是安倍再任首相后第二次改组内阁。

（本栏文图均据新华社）

狭隘主义倾向明显 对华影响极为有限

TPP“制衡中国”恐难如愿

百般抵赖终难掩盖真相

美军承认误炸“无国界医生”医院
综合新华社电 美军 10 月 3 日在阿富汗北

部城市昆都士空袭了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
设在当地的一座医院，造成 22人死亡，其中包括
3名儿童，引发国际社会和舆论强烈谴责。

事发后，美军死不认账，百般抵赖，每次说
法都不一样，四天换了四种说法，终于在 6日承
认是“误炸”。

说法四天四改

3日，回应媒体问询时，美军称“不确定”在
空袭行动中轰炸了医院，只是说美军在昆都士

“遭到火力攻击”。
4日，美军改口称，空袭地点位于医院的“周

边地区”，暗示可能是误炸。
5日，北约驻阿部队最高指挥官、美军将领

约翰·坎贝尔称，应阿富汗安全部队要求，美军
予以空中火力支持；当时与塔利班交火的是阿
富汗安全部队，“美军地面部队并未受到威胁”。

6日，坎贝尔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
会上终于承认，轰炸医院是一个“失误”，空袭行
动的决定也与阿方无关，完全由美方作出。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 6日发表声明，
对美军空袭阿富汗医院“深表遗憾”。他承诺彻
查此事并问责相关官员。

卡特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弄清事情原
委，从中吸取教训，问责有关人员。”

要求独立调查

坎贝尔的表态并未令“无国界医生”满意。
“无国界医生”总干事克里斯托弗·斯托克斯指
责美军推诿。

“事实是，美国扔下那些炸弹。美国攻击了
有大量伤员和‘无国界医生’工作人员的大型医
院。”斯托克斯说。“无国界医生”指认，美军和阿
富汗部队完全清楚袭击目标是创伤中心。诊疗
中心在昆都士运作已经 4年，美军有创伤中心的
精确坐标。美军作法无异于战争罪。

“无国界医生”说，创伤中心主楼在空袭中

被“反复、精确”打击，整个空袭过程历时超过 1
个小时，创伤中心主楼每隔 15分钟就遭到一次
精准打击。

斯托克斯说，美国和阿富汗就空袭问题给
出的解释多有矛盾。“无国界医生”要求，为保证
公平，调查应该由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而非美
国、北约或阿富汗其中任何一方。

“无国界医生”指出，当天医院里并没有发
生袭击或交火，“构不成”美军空袭的理由。此
外，美军当天“精准”打击了医院的主楼，而非美
军所说的“周边地区”。

为避免战火波及，“无国界医生”先前多次
向驻阿美军和阿军方通报医院的地理坐标，但

“医疗人员医治和看护病人的主楼当天被反复
精准轰炸，而其他建筑则基本未受损坏”。

“无国界医生”美国办事处负责人贾森·科
恩说，美军就轰炸医院给出的解释前后不一，漏
洞百出，表明其中另有隐情，必须由第三方独立
机构进行调查。

科恩说：“美军就昆都士事件给出众多充满
矛盾的说法，坎贝尔将军的最新表态只是其中
之一。他们现在又回过头说这是个‘失误’。没
听说能失误一个多小时的（空袭持续一个多小
时），他们熟知医院的精确坐标，而且明知空袭
目标就是这家医院。”

无辜平民之殇

昆都士是阿富汗第五大城市，位于阿富汗
首都喀布尔以北约 250公里处。塔利班上月底
声称攻占昆都士，不过，阿富汗政府本月 1日表
示，阿富汗安全部队在美军战机支援下，已经重
新夺回昆都士控制权。 过去一周来，双方交火
已致至少 60名平民死亡，400人受伤。

昆都士的“无国界医生”创伤中心是阿富汗
东北部地区处理重大创伤的少数医疗机构之
一，先前已经超负荷运转。袭击发生后，创伤中
心关闭。创伤中心关闭之际，昆都士正面临严
重人道主义危机，塔利班和阿富汗安全部队激
战不断，民众所需食品和药物短缺。

“十一”长假
国际大事盘点

10月 1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
俄航空航天部队的 50 多架次飞机参与了打击叙利
亚境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目标的军事行动。俄
方称，俄在叙利亚境内实施空袭的目的是打击恐怖
主义。俄空军于 9 月 30 日开始协同叙军方对叙境
内的极端武装目标实施空袭，此举引起美国、北约
的严重关切。

俄打击“伊斯兰国”

10月4日，世界银行宣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从此前的每人每天 1.25美元上调
至1.9美元。在新标准下，2012年至2015年间，全球贫
困人口总数有望从 9.02亿人下降到 7.02亿人。图为
一名难民从意大利罗马的红十字会难民营前走过。

国际贫困线标准提高

10 月 1 日晚，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附近小
镇圣卡塔琳娜－皮努拉因暴雨引发泥石流，125 间
房屋被冲毁。截至 4 日，灾害已造成至少 131 人死
亡，另有 300多人失踪或失联。

危地马拉发生泥石流

瑞典皇家科学院 10月 7日宣布，将 2015年诺贝
尔化学奖授予瑞典科学家托马斯·林达尔、美国科学
家保罗·莫德里克和拥有美国、土耳其国籍的科学家
阿齐兹·桑贾尔，以表彰他们在基因修复机理研究方
面所作的贡献。此前，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
外两名科学家获得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日本和加拿大科学家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

2015年诺奖相继公布

安倍晋三改组内阁

10月 6日，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北约驻阿富汗部队最高指挥官约翰·坎贝尔出席参议院军事
委员会听证会时遭反战人士抗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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