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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接连释放合作信号，希望改造多边机制，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

特朗普“美国优先”原则未变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 美国可能重返应对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 同一天，他表示对与朝鲜在合适时机和条件下展
开对话持开放态度。 一天前，美方更宣布，特朗普将参加在瑞士
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这一
系列表态释放合作信号，与此前态度似乎有区别，但“美国优
先”、美国主导的原则没有变，特朗普是希望改造多边机制，找
到使美国利益最大化的位置，同时让责任最小化。

新闻事实
特朗普日前在与来访的挪威首相索尔
贝格共同主持的白宫记者会上说， 美国有
可能重返应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但
前提是必须按美国意愿重新达成
“
公平”的
协议。
当天早些时候， 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文
在寅通电话。特朗普表示，他对美国与朝鲜
在合适的时机和条件下展开对话持开放态
度。 韩朝9日晚在板门店结束高级别会谈，
就朝方参加平昌冬奥会、 双方举行军事部
门会谈等事项达成一致。
此前的9日，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特
朗普定于本月晚些时候参加在瑞士达沃斯
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向全球各国领
导人介绍‘
美国优先’政策议程”。
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年会定于23日至26
日举行， 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合
作”。 特朗普将成为继比尔·克林顿之后第
二位出席论坛的美国总统。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 特朗普这一系列表态
并非颠覆他此前对国际合作的态度， 而是
希望改造多边机制，实现美国利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学者
孙成昊认为，特朗普在《巴黎协定》上的表
态不代表对气候变化问题立场的颠覆。 特
朗普没有自绝于国际社会， 只是从更现实
和实用的角度，希望改造多边机制，实现美
国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
大明分析，朝核问题上，随着半岛局势最近
迎来难得机遇，特朗普有顺水推舟之意，一

定程度上为自己在半岛事务上解套， 为半岛
局势降温。出席达沃斯，则是他希望保持美国
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地位， 在全
球化过程中找到使美国利益最大化的位置，
同时让责任最小化。
针对这一系列表态， 海国图智研究院院
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定定说，特
朗普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完全的孤立主义或反
对多边主义，一切都遵从一个原则：即“美国
优先”，对美国有利。

专业团队、诚信、务实、价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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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重在各方共赢，多赢。如果一定
要单赢，甚至是你输我赢，就难以开展国际合
作， 无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不仅无法
“
赢”，甚至可能出现双输或多输的结果。
特朗普上台以来，高喊“美国优先”口号，
表现出强烈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去
年一年更是连续“退群”，削弱了全球化和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势头， 损害了世界各
国开展国际合作的意愿。 希望美国能不止步
于作出姿态， 而是真正改变对待国际合作的
心态，努力与各方实现合作共赢。

背景链接
去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
黎协定》。这一决定给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带来
不确定性，世界舆论纷纷对此表示批评。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朝双方口水仗不断，
多次“
撂狠话”。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此前在新
年贺词中警告称，美国应意识到，整个美国本
土都在朝鲜核打击范围内。特朗普回应，朝鲜
领导人有“核按钮”，他也有，而且他的“核按
钮更大更强”。
新华社记者 韩梁 郑昊宁

了其在协议中所作的承诺。
她还强调，伊核协议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
议批准的多边协议，是核不扩散全球体系的关键
一环，对于地区安全和欧洲安全都至关重要。
她还表示， 伊朗发展弹道导弹以及地区紧
张局势等问题不在核协议范围之内， 欧方将通
过其他形式和论坛予以处理。
姆努钦在11日的白宫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
已对伊朗实施过一批制裁， 未来将以“侵犯人
权”等名义出台更多对伊制裁措施。 他说，美国
在伊核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 那就是伊核问
题全面协议不足以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活动，
郑江华
因此需要修改这一协议的内容。

新华 社 布 鲁 塞 尔 1 月 11 日 电 欧盟外交
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和法、德、英三
国外长11日在布鲁塞尔重申， 欧盟及其成员
国坚决维护和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美
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1日表示， 美国将在伊核
协议之外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
当天在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会谈后，
莫盖里尼、法国外长勒德里安、德国外长加布
里尔和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举行发布会，强
调了欧方的这一立场。
莫盖里尼说， 伊核协议正在实现其主要
目标，即密切监督伊朗的核计划。国际原子能
机构已经在九份报告中确认， 伊朗完全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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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路 555 号东楼（开发区、港闸区有分点）

祖救家起名风水改名知识产权专利依据相
关［易经开运文献］免费咨询荣获多年【文明
诚信单位】参考如下：商标投资选房租售建
修开张考运婚姻小人干扰等恐惧成功运·搬
家安床安神择吉更重要感谢者众多，预约黄

欧足联公布2017年度最佳阵容
皇马成最大赢家，C罗第12次入选
新华 社 北 京 1 月 11 日 电 欧足联11日公
布了2017年年度最佳阵容， 皇家马德里成为
最大赢家，共有包括克·罗纳尔多（C罗）在内
的5名球员入选。
在2017年，皇家马德里赢得了西甲、欧冠
等多项锦标，除了C罗之外，皇马阵中的马塞
洛、拉莫斯、莫德里奇与克罗斯也纷纷上榜。

作为2017年的欧冠亚军， 意甲豪门尤文图斯也
有两人入选，分别是门将布冯与中卫基耶利尼。
另外四人分别是巴塞罗那的梅西， 曼城的德布
劳内、 切尔西的阿扎尔与巴黎圣日耳曼的阿尔
维斯。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2017年的金球奖得主，
这是C罗第12次入选欧足联年度最佳阵容。 纪哲

更俗剧院
最新演出信息

黛茜·雷德利主演科幻动作片《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
韩庚,郑恺主演爱情片
《前任 3：再见前任》
黄轩，苗苗主演剧情片
《芳华》
《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
冯绍峰,刘亦菲主演
吴君如,张译主演
《妖铃铃》

2018年2月10日14:30 儿童剧《漫游太阳系》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
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2018年3月18日19:30 钢琴家八田智大联手李嘉图·比埃拉四手联弹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2018年3月25日19:30 意大利马戏团亲子默剧《寻找地球》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满意 双喜搬家 爱心大件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公司成立 21 年 专业搬家车辆 8 辆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地

信息调查事务所

调查

微信
电话
总部：南通市人民中路 301 端平桥肯德基对面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 11 路 海门秀山东路 88 号…

18252501888 13776936678

专业搬厂、设备、吊装运、企业搬迁等

13962806878 十多年搬运经验 4T-10T 叉车各 2 辆出租
址 :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本地实体：81067222 13073290000

手机：

仁杰
商务

补运中心

补运

美财长称将出台更多对伊制裁措施

第一评论

2 名 工资日结
搬 大 各招聘司机、搬运工
居民、企业搬迁
众
家 搬 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顺喜

欧盟坚决维护和履行伊核协议

（原柯南商务调查事务所）

婚姻咨询调查，商务咨询调查
专业清理各种企业、个人债务
地址：人民中路中南大厦 1301 室
电话 / 传真：85518101 手机：13301489530
南通 92.9 音乐频道特约嘉宾

车辆信息

高价求购二手车
信誉至上 现金支付

15996551598

《江海晚报》分类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洁华清洗公司 永强保洁公司 保洁清洗 如意保洁 光明保洁 娟子保洁
专业 83578521
13861988195
保洁 十年经验
值得信赖

专业保洁、清洗、瓷砖美缝 专业保洁、清洗、瓷砖美缝

地板打蜡保养、瓷砖美缝

专业保洁 瓷砖美缝

电话：4000112598 15851390662 电话：18115316781 15190821606 18851429873 18361402299 15852346959

《江海晚报》分类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

诚信婚介推荐榜

一生缘征婚交友
热线：85585683 15996627788 微信号：15996627788

男 29 岁 1.78 未 私营公司 有婚房 车 帅气
男 47 岁 1.76 离独 经商 有车房 随和
女 38 岁 1.62 离独 私营公司 宝马车 多套房 漂亮
女 53 岁 1.60 短婚 独居有房 人品好 显了年清
地址：人民路王府井红绿灯路口浦发银行楼上 404 室

鸿运婚介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情缘婚介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男 39 岁 1.75 米 本科 短婚 教师
男 28 岁 1.73 米 大专 国企 房车

女 37 岁 1.70 米 大专 幼教 离 气质好
创办十多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女
29 岁 1.65 米 本科 教师 文静大方

小石桥红绿灯东 100 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征婚85292569
QQ:1252832854
热线13962983156 15851252008

85100503 15358777393
地址：人民中路端平桥综合楼 304 室

友情提醒： 本栏目广告位尚
有少量剩余，请有意在本栏目投放
广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尽快
至江海晚报分类窗口缴纳广告款，
广告位顺序将按交款先后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