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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美聯社、英國廣播公司報道：為期兩天的20國集
團（G20）峰會於10月31日在意大利羅馬落幕，美國總統拜登等人趕赴英國蘇格蘭格拉
斯哥，準備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會議（COP26）。G20峰會雖就
全球最低企業稅達成協議，但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分歧難消，最終公報僅同意在
「本世紀中期前後」 實現碳中和。美媒分析指，這種不夠具體和明確的表態，恐削弱
COP26能夠發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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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議題是G20會議焦點之一。根據會後
公報，20國領導人承諾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控
制在1.5攝氏度以內、在本世紀中期前後實現碳中和
目標，以及在年底前停止投資建設新的境外燃煤發
電廠，但並未就在國內逐步淘汰煤炭能源設定目
標。公報重申，富國將每年撥款1000億美元，幫助
窮國應對氣候變化。這一承諾早在2009年就已提
出，但始終未落實。

G20成員國碳排量佔到全球的80%，因此G20
峰會的減排承諾被視為COP26的基礎。專家指出，
若要全球變暖幅度不超過1.5攝氏度，全球碳排必須
在2030年前減半、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公報的承
諾過於保守，且缺乏具體措施。

G20達成最低企業稅協議
環保組織 「綠色和平」 批評說，G20公報 「太

弱」 ，既缺乏雄心，也缺乏遠見， 「如果說G20是
COP26的預演綵排，那麼世界領導人們把台詞說得
一團糟。」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G20研究組組長科爾
頓直言，G20公報並未在減排方面提出新措施。

美聯社報道稱，G20峰會未能就淘汰煤炭設定
明確目標，令英國感到失望。英國首相約翰遜的發
言人表示，G20公報並非確定應對氣候變化承諾的
主要手段，英國將繼續在COP26上推廣減排目標。

另一方面，G20峰會通過了全球最低企業稅協
議，將採取措施將大企業的最低所得稅率設定為至
少15%，預計2023年生效。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表
示，這項歷史性協議將終結企業稅率競相逐低的惡

性競爭；儘管許多美國公司，尤其是谷歌、亞馬遜
等科企巨頭須支付更多稅款，但整體而言美國企業
和工人都將受益。有分析稱，富裕國家將成為最大
贏家，可獲得大筆額外稅收。

公報指出，全球疫後經濟復甦呈現兩極分化趨
勢，富國疫苗接種率高，且有充足資金刺激經濟，
復甦速度遠超過窮國。各國領導人同意繼續推進法
國提出的一項倡議，以 「特殊提款權」 形式，將富
國的1000億美元資金援助給更有需要的非洲國家。

拜登大合照「靠邊站」
羅馬是拜登就任總統後第二次歐洲之行的起

點，但外界普遍認為，他 「讓美國重返世界中心」
的進程並不順利。由於在任時間較短，拜登在10月
30日G20領導人拍攝 「全家福」 時，站在第一排最
邊緣位置。有分析認為，這雖然符合會議慣例，但
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美國如今面臨的尷尬局面。

《紐約郵報》稱，拜登步入會場時向德國總理
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等人揮手致意，但只有土
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走上前與他握手。近期美土關係
惡化，埃爾多安一度威脅要驅逐包括美國在內的10
國大使。10月31日，拜登與埃爾多安舉行雙邊會
談，但並未取得實質性成果。

美聯社注意到，拜登缺席了10月31日參觀羅馬
著名景點特雷維噴泉的活動。意大利G20峰會官方
推特賬號介紹說，傳說向該噴泉扔一枚硬幣，就肯
定可以再回到羅馬。默克爾、馬克龍、約翰遜等人
都參加了拋硬幣活動，但拜登並未出現。

美英法德四國領導人10月
30日發表聯合聲明稱，四國將
確保伊朗 「永遠無法生產或獲
得核武器」 ，並重申通過談判
讓美國和伊朗恢復履行伊核協
議的重要性。四國指責伊朗減
少 了 與 國 際 原 子 能 機 構
（IAEA）的合作。美國總統拜
登明確承諾，只要伊朗恢復履
約，美國就將重返伊核協議。

美國於2018年單方面退出
伊核協議，重啟並擴大對伊制
裁，導致伊朗逐步停止履行部
分協議條款。伊朗方面於10月
27日宣布，同意在11月底前恢
復談判。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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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左一）在10月30日的G20峰會大合照中站在最邊緣位置。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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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歐盟於10月30日達
成《全球可持續鋼鋁協議》，
以解決雙方貿易爭端。美國宣
布取消前總統特朗普對歐盟鋼
鋁產品加徵的關稅，允許 「有
限數量」 的歐盟鋼鋁產品享受
零關稅；歐盟亦將下調針對美
國商品的報復性關稅。消息人
士稱，歐盟每年可免關稅向美
國出口330萬噸鋼材。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
理沙利文稱，新協議移除了美
歐間主要芥蒂之一。但有專家
批評華府反應遲緩，直到遭遇
供應鏈危機才採取行動。

（華盛頓郵報）

美
歐
就
鋼
鋁
關
稅
爭
端
達
協
議

看點
2

看點
4

美國總統拜登在G20峰會
上大談環保減排，卻被拍到率
領由85輛汽車組成的龐大車隊
拜訪教皇方濟各，被批評言行
不一。《華盛頓郵報》記者哈
蘭10月29日上傳拜登車隊抵達
梵蒂岡的影片，並諷刺說：
「他的車隊可真長。」 包括拜
登的專車在內，車隊中有大量
高能耗汽車，載着拜登隨行人
員，以及安保和媒體人員。

拜登聲稱，他和教皇討論
了氣候變化問題。網友們毫不
客氣地指出： 「這（龐大車
隊）一點也不低碳。」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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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9月與澳洲簽署安全協
議，搶走本屬於法國的潛艇訂
單，三國關係陷入危機。10月
29日，美國總統拜登與法國總
統馬克龍舉行潛艇風波後首次
會面，拜登承認美方 「表現得
笨手笨腳」 ，但強調美方不知
道法方 「事先未被告知」 訂單
會被取消。

澳洲總理莫里森10月30日
反駁拜登的說法，表示澳洲此
前持續向美方通報進展。他同
日在G20會場與馬克龍簡單打
招呼，並表示後者 「很高興互
致問候」 。但法澳關係仍緊
張，並未舉行雙邊談話。

（衛報）

▲莫里森（右）10月30日與
馬克龍打招呼。 網絡圖片

▲拜登的車隊10月29日抵達
梵蒂岡。 法新社

峰會

G20公報：控制全球升溫不超1.5°C

拜登政府對華策略頻現分歧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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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這幾天在歐洲享受着高曝光度，
同時也讓白宮的隨從提心吊膽。對於一
位年屆79歲的老人而言，談話忘詞，甚
至話題跑偏再正常不過了，但他身為美
國總統，人們的要求則近乎苛刻，人生
常態也會被渲染為老態或不正常。

修復美法關係成為拜登之行的重頭
戲，雖然拜登和馬克龍在電視鏡頭前做
足了文章，勾肩搭背好不親熱，盡顯兩
國已 「冰釋前嫌」 。拜登稱，在美澳核
潛艇交易問題上，美國做得 「笨手笨
腳」 ，馬克龍也認為，該解釋的都解釋
了，美國保證今後不會再犯同樣的錯
誤。許多人好奇的是，這600多億美元的
「世紀合同」 就憑着拜登這一句婉轉的
道歉就輕輕翻過，不能不佩服法國人的
「寬容」 。

無論是 「笨手笨腳」 ，抑或動作麻
利，只不過是一種行為方式而已。而美
國之所以從背後捅法國一刀，終究是利
益使然。更何況，美澳之間達成的核潛

艇協議還有更大的戰略謀劃，早已超越
了法國人的視野。今年8月，拜登頂着巨
大壓力，堅持從阿富汗撤軍，並毫無隱
諱其意圖，那就是要聚焦亞太、劍指中
國。而澳洲，作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
一員，與美國同根同源，在其亞太戰略
布局中顯然佔有更特殊的地位，這是法
國所無法取代的。

拜登政府此次 「笨手笨腳」 、以不
講技巧的方式，置法國利益於不顧，再
次凸顯了 「美國優先」 的理念根深蒂
固，體現了美國人的傲慢與算計。拜登
的 「笨拙」 不僅體現在法美關係上，其
實也同樣適用於中美關係領域。

美國內部嚴重撕裂，政治極化登峰
造極，國內政治議程難有共識。唯一有
共識的就是美國推行對華強硬政策，但
這種共識也是打了不少折扣的。最近美
國主流報章頻繁爆料，拜登政府在對華
政策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政府內部並
非鐵板一塊，凸顯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複
雜性、多面性及矛盾性。

拜登上台不久就拋出了競爭、合作
與對抗的3C對華政策指引，從中可以看
出，競爭是主軸，合作與對抗是兩輪，

三者並非平行關係，而是根據競爭戰略
的需要，交替使用合作與對抗的兩手，這
是中美關係難以走出低谷的重要原因。

雖然今年以來中美之間的接觸比特
朗普時期明顯增多，但這種接觸只限於
緩和關係，而不是逆轉錯誤的對華政
策。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出席美國養雞
協會活動時坦言， 「中美關係就像一堆
乾柴」 。

據美國《政客》新聞網10月29日報
道，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與戴琪在
對華關稅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沙利文主
張對一些美國關鍵行業的產品加徵關
稅，同時減少對其他數千種商品的關
稅。但戴琪希望這樣的行動不要太快，
以便為雙方的貿易談判留出足夠的時
間。據報道，拜登政府的大致思路是，
制定一個範圍更窄、更加嚴厲的對華關
稅新架構，即通過降低關稅或提供豁免
的方式為一般性的企業減輕負擔，為
此，美已啟動免除500多種中國產品關稅
的程序。但在鋼鐵、太陽能板、電池、
半導體和芯片等涉及美國核心競爭力的
產品上，美擬出台更嚴厲的加徵關稅等
措施。這就不難理解10月初戴琪在美國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政策演講時，
花了大把時間談中國的鋼鐵、太陽能等
產業補貼問題，甚至揚言保留採取一切
工具的權力，包括對中國進行新一輪的
301調查，這為美國下一步採取新的制裁
行動埋下了伏筆。

妥善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是拜登競選
和就任時的四大承諾之一。據10月26日
《華盛頓郵報》報道，氣候特使克里一
直主張通過中美最高領導人的接觸來推
動雙方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但是
此舉最初遭到沙利文的反對，認為恢復
中美最高領導人的接觸為時尚早。拜登
政府內部的抱怨是，克里作為氣候問題
的特使，考慮問題比較單一，並深陷氣
候問題之中不能自拔，而沙利文需要從
全面的角度看待中美之間的競爭關係，
要比克里更有 「大局觀」 。但是克里第
二次訪華及美副國務卿舒曼來華訪問無
果而終之後，美方意識到中美之間的競
爭面臨失控的危險，必須與中國一起加
以管控。於是美國才痛下決心，即必須
從最高層接觸入手，否則將無法打開局
面。之後拜登與中國領導人進行了通
話，從而推動中方在氣變問題上作出新

的承諾，指望為格拉斯哥氣候大會注入
新的動力。

美國對華策略辯論頻現分歧，釋放
出以下信息。第一，這兩次具體政策出
現爭執，但最終還是對華 「接觸派」 的
意見佔了上風，克里和戴琪的建議均被
採納，說明拜登本人在對華政策中仍起
着決定性作用，而沙利文只是 「顧問」
的角色。第二，美國對華競爭戰略將更
加聚焦於科技領域，對中國高科技企業
的打壓會更加執著，甚至不惜以關稅手
段幫助美企參與競爭。第三，美對華在
釋放積極信號的同時，立刻就有更消極
的事件加以對沖，說明美國強硬派不希
望看到中美關係的解凍或重啟，美國內
部的政治博弈異常激烈，對拜登改善對
華關係的努力將產生較大的牽制。

種種跡象表明，美國對華戰略的大
框架已定，剩下的只是修修補補與微
調，難以改變中美之間的競爭大格局。
更何況大國關係的運行有其內在的規
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從這個意
義上說，管控中美競爭、不至釀成大國
間的歷史悲劇，成為兩國政治家們的共
同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