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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影响有限 印尼逾50人
喝假酒丧命美国于近日发布了对华

“３０１调查”项下征税产品建议
清单，涉及中国约５００亿美元
出口商品。

对我国就业：影响有限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
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昌林
表示，这一规模占２０１７年我国对
美国出口的１１．６％，占我国总出
口的２．２％。初步测算，如果这
５００亿美元出口商品有所下降，
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不到０．１个百
分点。王昌林预计，今年我国完
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６．５％左右
的预期目标和城镇新增就业
１１００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５．５％以内的目标。

“中美贸易摩擦直接带来就
业岗位净减少的规模有限，风险
完全可控。”王昌林说，机械设
备、医药、钢铁有色等行业不是
劳动密集型行业，部分企业对美

出口额小幅下降不会引起大规
模裁员；同时，考虑到部分出口
商品可以转向其他国家或者国
内市场，就业岗位实际受到的冲
击将会更小。

他指出，我国就业市场空间
广阔。近年来，我国新技术、新产
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服
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不断提
高，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显
著提升；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和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也为劳动
力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对我国物价：影响可控

王昌林认为，总体看，我国对
美大豆、猪肉等进口农副产品加
征关税，对国内居民消费价格

（CPI）影响相对有限。以大豆为
例，据初步估算，假设大豆价格上
涨２５％，将拉升国内CPI约０．２５个
百分点，平摊到全年，预计CPI波
动中枢将保持在２．４％的水平，仍

在３％的调控目标之内。
“进一步考虑其他国家农副

产品对美进口品的替代效应，我
国对美大豆、猪肉等加征关税的
反制行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
响将会更低。”王昌林说。他认
为，由于我国对美直接出口的钢
材、铝制品、化工品规模有限，美
国对我国相关出口品加征关税，
对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影响有限。

对我国市场：影响不大

王昌林认为，由于我国经济
潜力足、韧性强，市场回旋余地
和腾挪空间大，预计中美贸易摩
擦对我国市场影响不大。

他分析说，从供给侧看，美
国对我国５００亿美元出口商品征
收２５％的关税，将逐步沿着产业
链和价值链上下游进行转嫁，最
终结果会由出口商、上游原材料
和零部件供货商以及美国采购

者共同承担，并不会完全由我国
企业负担。“此外，我国出口企业
不仅可以选择内销市场和其他
国家出口市场进行对冲，而且还
会有企业库存周期进行源头化
解。”王昌林说。

从需求侧看，随着我国国内
消费市场不断拓展，对高端商品
的需求不断增加，美国对我国加
征关税的产品可以部分转向内
销。此外，考虑到国内宏观经济
稳中向好、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物价水平低位运行等积极因素，
预计我国金融市场也将稳定运
行。“只要我们认认真真办好自
己的事，不被人牵着鼻子走，充
分发挥优势，按照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围绕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扎实有序推进改革开放，
着力激发内生活力和动力，完全
能够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
展。”王昌林说。

据新华社

朴槿惠案加速韩宪政制度的变化
未来韩国国民、立法机构、政府，都要思考韩国究竟要建立一

个什么样的总统制国家，才是最符合韩国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要求的。

在法院对朴槿惠作出一审判
决后，韩国舆论关注的重点是朴
槿惠能否获得特赦？韩媒 NEWS 1
撰文分析认为，由于存在三大不
利因素，朴槿惠获得文在寅政府
特赦的可能性很低。

报道认为，朴槿惠难以获得
文在寅政府的特赦，首要不利因
素就是舆论环境。当年是得益于
舆论的支持，才有了特赦全斗焕
和卢泰愚的一幕。但现在，韩国舆
论对朴槿惠就没有那么宽容了。
一方面，朴槿惠不如全斗焕和卢
泰愚，拿不出可圈可点的政绩；另
一方面，她又因为“世越号”船难
指挥不力、“亲信干政门”让自己
成为首位被弹劾的总统，威信形
象扫地，即使还有为数众多的铁
杆粉丝，也难以挽回舆论的大势。

报道说，朴槿惠面临的第二
项不利因素，跟目前文在寅政府
大力推进的修宪有关。上个月韩
国政府公布的修宪案草案中，就
明确提出特赦将不由总统单独决
定，而是要走特赦审查委员会。若
这一修宪案通过，就意味着朴槿
惠获得特赦的难度将大大提升。

而第三项不利因素，就是文
在寅本人的态度了。他在大选中
作过承诺，特赦对象将不包含涉
腐政经人士，而朴槿惠可谓这一
精准“打击对象”。 据海外网

6日下午，韩国前总统朴槿
惠一审获刑24年。“亲信干政”
事件涉案的5名关键人物一审
判决也全部结束。韩国《中央日
报》评论称，“应该以本次干政
事件的判决为契机，让历届政
府背后都存在‘秘密掌权者’并
习惯于公权私用的弊政画上句
号。”在朴槿惠之前，韩国法院
还从未将一位总统赶下台，尽
管过去的8位韩国总统中有7位
离职后都与腐败问题有牵连。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
治系教授郭锐介绍说，目前不
仅是韩国的政界反腐，而且因

为政商勾结的现象，商界也在
进行反腐，在理清官商勾结的
渠道，完善相关立法。“应该说，
这对韩国政治进一步的清明
化，有着直接的影响。”执政一
年多来，根据今年4月最新的民
调显示，文在寅成为韩国人最喜
爱的总统。位列第二的是创造

“汉江奇迹”的朴正熙，他的女儿
朴槿惠则排名倒数第一。

在郭锐看来，从短期来看，
朴槿惠案已经构成了一场冲击
波不小的政治地震。“这个事件
应该是对韩国公民社会的撕
裂。”郭锐还指出了本案带来的

深远影响：朴槿惠案之后，加速
了韩国宪政制度的变化。朴槿
惠时期曾想推动韩国总统的连
选连任，通过总统连选连任、而
不是延长一届任期的方式来延
长总统任期，来确保韩国政治
的连续性，保持韩国政治稳定。

到了文在寅执政阶段，他
加大反腐力度，处理朴槿惠案
的同时，李明博也被正式拘
禁。同时文在寅又在推动修
宪。3 月 26 日，文在寅签署修
宪案，核心内容包括总统 4 年
连任制和规定韩国法定首都。
这是近 40 年来首位韩国国家
元首签署修宪案。

“未来韩国国民、立法机
构、政府，都要思考韩国究竟要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制国
家，才是最符合韩国未来政治
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郭锐指
出，“现在的总统制，是在特殊
时期、特殊背景下制定的，是在
军事独裁向政治民主化转向的
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总统制。现
在来看，总统制虽然使得韩国
社会有了一定的快速发展，但
是难以割断政商之间的勾结和
极权政府政治的影响。在未来，
是否会借助朴槿惠案、李明博
案，在总统制上作出一些改
变？” 据澎湃新闻

“起跑线”焦虑折射印度之痛
印度电影《起跑线》正式登

陆中国院线，影片中文译名为
《起跑线》，英文名为《Hindi Me-
dium》，直译是“印度中产”，关注
的是印度中产阶级难以逾越现
状、既无法挤进“上流”、也不愿
融入“下层”的尴尬。

区分印度教育质量的不是
“学区”，而是公立和私立两套学
校管理体制，而家长选择学校的
依据，主要是家庭经济状况。有钱
就去私立学校，没钱就去公立学
校。印度教育体系采用小学-中学
12年学制，中学不分初、高中，且

很多学校属“12年一贯制”。小学
和中学自然衔接，没有“小升初”
或“中考”，决定升学与否只是门
槛较低的期末考试。

印度“高考”是教育竞争最激
烈的阶段，每年都有大约1000万
人参加。印度著名高校，如印度理
工学院和尼赫鲁大学，录取率相
当低，只为成绩绝对优异的学生
准备，绝大部分学生不会把它们
当成志愿。大部分高考生的目标
相当现实：考一所普通高校，学点
专业技能，毕业后参加工作。

这部电影戳中的“痛处”是

社会阶层固化现实。印度由于特
殊的历史和文化，阶层固化问题
一直存在，而现有“公私分立”教
育制度不仅无力消解阶层固化，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这一现
实。影片中主人公夫妇为孩子费
心“择校”，不惜由“扮土豪”到

“装穷”，片中“母亲”一句台词显
露这种“焦虑”的背后动机：“学
校就是阶级”。

在孟买的公立学校，老师授
课用印地语，英语只是一门课；
而在私立学校，一律采用纯英文
教学和英文教材。这一差别很大

程度上决定学生求学的路能走
多远。在印度，想借子女教育实
现阶层跨越十分困难，就像影片
所展示的那样，主人公夫妇“扮
土豪”或“装穷”都行不通，即使
穷人家孩子借助“贫困生名额”
进私立名校，也会因消费水平等
种种隔阂无法融入所谓“上流”
圈子。

既然“焦虑”改变不了现实，
不少印度家长无奈之余，似乎“乐
天安命”。这部印度电影《起跑线》
中不仅显现“虎妈猫爸”的教育理
念冲突和看似“大团圆”的结局，
也揭示靠教育“起跑线”难以改变
贫富分化“终点”的社会现实。

据新华网

朴槿惠能被特赦吗？

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说，
过去一周多，包括首都雅加达
在内的西部地区超过50人因为
饮用假酒而丧命。

美联社报道，最近一起事
件中，印尼西爪哇省首府万隆
附近一处街区 20 人 5 日至 9
日相继死亡，原因皆与饮用假
酒相关。当地一家医院院长亚
尼·苏佩纳说，其中 1 人送到医
院时已经身亡，另外 19 人抢救
无效死亡。其他媒体报道，截至
9 日，至少 23 人死亡。苏佩纳
说，这家医院近期先后收治大
约 40 人，饮假酒后的症状包括
恶心、呕吐、呼吸困难、昏迷，其
中多人仍未康复。印尼对酒征
收重税，而黑市上私酿酒的买
卖相当频繁。一些不法商人把
甲醇当作食用酒精制作假酒，
饮用后会致人中毒，严重者会
失明、乃至丧命。 据新华社

奥巴马妻子暗讽
特朗普不是好家长

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
奥巴马日前在一场女性领导力
会议上将其丈夫巴拉克·奥巴
马和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比作两位育儿方式完全不同的
父亲，并暗讽特朗普不守规矩。
米歇尔说：“奥巴马担任美国总
统的8年间，他像家里负责任的
好父亲，会告诉自己的孩子多
吃有益身体的胡萝卜，还要准
时上床睡觉。”她话锋一转说
道，现在大家有了另外一位家
长，有的人觉得让特朗普管着
很有趣，“因为我们能一天到晚
地吃糖果，还可以晚睡觉，甚至
能不遵守规矩。”

据《环球时报》

拆除二战大炸弹
德国疏散2 . 6万人

德国西部城市帕德博恩8
日疏散2 . 6万人，成功拆解一枚
1 . 8吨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的炸弹。

当地居民一周前整修花
园时发现这枚英国制炸弹，位
置距离地表80厘米。为确保安
全，炸弹拆接作业开始前，周
边方圆1 . 5公里范围内人员需
要全部撤离。疏散区域内包含
两家医院、一所大学和几家养
老院。在疏散区外的两家医
院，病人当天早些时候转移到
院内安全区域。上千名志愿者
协助消防员、警察和医疗急救
人员，确保危险区域内人员全
部疏散。帕德博恩一家足球俱
乐部提供球场，作为疏散人员
三处临时安置点之一。炸弹拆
解后，警方没有立即宣布危险
区域解除警戒，当地居民当时
也无法回家。

据新华社

延伸阅读

2017年朴槿惠抵达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资料图。(新华/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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