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日，铃木汽车首席执行官铃木俊宏（左二）在新闻发布会上鞠躬。 新华社发

8月9日，莫斯科，人们在货币兑换处。 俄罗斯卢布在2018年8月9日暴跌，跌至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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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大金主批评贸易保护政策
与特朗普隔空互怼，科赫兄弟扬言转而支持民主党

美国共和党的大金主科赫兄弟最近

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贸易政策，

并扬言要转而支持民主党， 引起美国国

内和国际媒体的关注。

科赫兄弟是现年 82 岁的查尔斯·科

赫和 78 岁的大卫·科赫两兄弟。 他们继

承并掌管着由父亲创办、 总部位于美国

堪萨斯州的科氏工业集团。 科氏工业集

团目前是美国第二大非上市公司， 公司

年度营业额在 1150 亿美元左右，在全球

60 个国家有分支机构， 员工超过 12 万

人。在 2018 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

上，科赫兄弟排名第八。科赫兄弟凭借雄

厚的资金优势， 在美国成立或资助了一

些政治组织，支持共和党和保守派政客，

是传统上共和党的最大金主之一。

科赫兄弟对美国政治不可忽视的影

响力使得他们的意见也受到政客、 媒体

甚至普通民众的重视。 科赫兄弟 7 月底

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一场政治捐助会议

上表示， 特朗普的最新贸易政策对相关

国家而言是“不公平的”，加征关税是“荒

谬的”，并且对美国非常有害。 美国的贸

易保护政策已经摧毁了无数企业， 如果

情况进一步恶化，“美国经济有衰退的危

险”，“我们应当清除一切壁垒，向所有商

品敞开大门”，科赫兄弟表示。

科氏工业集团的一位高级助理布莱

恩·胡克斯的表态更加直白，他表示，“我

们资助了一些共和党人赢得选举”，“共

和党不应该认为这一切都是应该的”。科

氏工业集团还暗示， 如果共和党继续忽

视该集团的意见，坚持增加关税，集团或

许会将更多的政治捐助投在政见与集团

相近的民主党人身上。

“不差钱”的科氏工业集团为了表明

反对加税的立场， 近期通过其控制的保

守智库“自由伙伴”组织，斥资拍了一则

视频广告在美国媒体上播放。这则 30 秒

的视频广告主打农民牌， 旁白讲到，“美

国农民努力工作把食物送到我们的餐桌

上，但因为新的关税，农民的生活面临危

机”，“农民需要贸易，而不是补贴，请告

诉政府和国会，开放市场，结束加税”。

“自由伙伴”与同样有科氏工业集团

背景的另外两个组织一起于 7 月底发表

了一封给特朗普的公开信。 公开信要求

特朗普放弃当前的加税政策， 回归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信中还写道，

“加税对美国人民不利。作为一种谈判战

术，加税不明智，无助于实现更有利的贸

易谈判结果”，加税不能保护农民、企业

家、工人和消费者，“贸易战没有赢家”。

对于科赫兄弟近乎公开翻脸式的指

责， 特朗普毫不客气地给予了强烈的反

击。 特朗普 7 月 31 日发布推特称，科赫

兄弟反对收紧移民政策， 反对特朗普政

府的贸易政策，他们是全球主义者，是真

正共和党人圈内的“大笑话”。 或许是觉

得对科赫兄弟的批评还不够到位， 特朗

普 8 月 2 日又发了一条推特， 称科赫兄

弟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 “对外国

工人不公平”的想法是“荒谬的”。

美媒分析认为， 特朗普对科赫兄弟

的批评和反击只是情绪化的反应， 特朗

普可以不需要科赫兄弟， 但是共和党不

可能不需要科赫兄弟。 首先科赫兄弟拥

有不容忽视的雄厚资金和强大的政治影

响力。科赫兄弟计划对今年 11 月的中期

选举投入 4 亿美元， 以确保公司对美国

政界的影响力。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

蓬佩奥和教育部长德沃斯等特朗普身边

的共和党籍内阁要员都曾是科赫兄弟的

资助对象。 （本报纽约 8 月 9 日专电）

新华社科威特城 ８ 月 ９ 日电 （记

者王薇 聂云鹏） 萨那消息： 一辆载有

儿童的大客车 ９ 日在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达哈延市一处市场遭沙特领导的多国联

军空袭， 造成至少 ４３ 人死亡， 另有 ６４

人受伤。

当地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 遇

袭的大客车载有 ６０ 多名儿童， 死者中

大多是不到 １０ 岁的儿童。

萨达省是也门胡塞武装重要根据

地。 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说， 沙特领

导的多国联军发动了这次空袭。 截至目

前， 联军对此尚未作出回应。

本月 ２ 日 ， 荷台达省荷台达市的

一个市场也遭到空袭， 造成 ５２ 名平民

死亡 、 １００ 多人受伤 。 当地卫生部门

说 ， 是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实施了此

次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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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接受朝鲜提议

新华社首尔 ８ 月 ９ 日电 （记者陆睿
耿学鹏）韩国统一部 ９ 日宣布，韩朝双方

将于本月 １３ 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统一

阁举行高级别会谈，磋商《板门店宣言》

履行方案。

韩国统一部发布消息说， 朝方当天

上午向韩方提议于 １３ 日举行高级别会

谈，检视《板门店宣言》履行情况，磋商韩

朝领导人会晤筹备工作及相关问题，韩

方接受这一提议。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将作为首席

代表，率团参加此次高级别会谈，并通过

这次会谈与朝方深入商讨促进 《板门店

宣言》履行的方案，及举行韩朝领导人会

晤需讨论的事宜。

４ 月 ２７ 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板门店举行

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言》，宣布双方将

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

而努力。 ５ 月 ２６ 日，两位领导人在板门

店朝方一侧统一阁再次举行会晤， 就履

行《板门店宣言》及举行美朝领导人会晤

相关事宜交换意见。 ６ 月 １ 日，韩朝双方

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高级

别会谈。双方同意定期举行高级别会谈，

检视《板门店宣言》履行情况。

铃木、雅？哈和？自达公司承认在尾气和
燃效测定试验中存在违规行为

新华社东京 ８ 月 ９ 日电 （记者钱铮
马曹冉） 继日产汽车 ７ 月被曝在整车尾

气和燃效测定试验中存在篡改测定值的

违规行为后，铃木、雅马哈发动机和马自

达三家公司 ９ 日下午先后召开发布会，

承认存在类似问题。

日产违规行为被曝光后， 日本国土

交通省责成其他车企自查是否存在类似

违规。

铃木公司 ９ 日发布新闻公报说，在

燃效和尾气抽样检测中， 车速超过规定

范围、 超速时间超过容许范围的结果本

该是无效的， 但检测人员将这些结果作

为有效结果处理，共涉及 ６４０１ 辆汽车。

雅马哈发动机公司副社长渡部克明

在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们调

查了 ３３５ 辆参与数据测定的摩托车，发

现其中 ７ 辆在检测过程中存在将应剔除

的数据作为有效测定数据的错误。

此外， 马自达公司也承认，７２ 辆汽

车的质检环节存在类似问题。

日本大车企近年来频频被曝在检测

过程中存在不正当行为。 三菱汽车和铃

木汽车 ２０１６ 年被曝篡改燃效数据。日产

汽车和斯巴鲁公司 ２０１７ 年被曝使用无

资质检验员进行车辆出厂检验。 加上此

次发现的问题， 势必降低消费者对日本

车企的信心。

？斯克借“推特”发声，”证交会介入调查

美国《华尔街日报 》8 日报道 ，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特斯拉汽车公

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发布企业可

能退出股票市场消息一事。

美国证交会之所以“盯上”马斯克，

是因为他利用社交媒体“推特”、而非以

上市企业公告方式放出特斯拉退市风

声， 而且声称已经确保大笔退市交易所

需资金。

《华尔街日报》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

报道， 马斯克 7 日说特斯拉退市交易几

成定局、只差一场股东表决，证券交易委

员会正向特斯拉核实是否属实。

这一调查由美国证交会驻旧金山办

公室发起， 意味着如果监管人员怀疑马

斯克的说法带有误导性或者虚假性，可

能会立案调查特斯拉。 美国法律不允许

企业高层主管就重大事件向股东提供误

导信息。如果监管人员找到证据、证明发

布特斯拉考虑退市消息旨在抬高股票价

格，马斯克同样会有“麻烦”。

马斯克 7 日下午在推特上写道，特

斯拉可能以每股 420 美元价格退市，“资

金有保障”。 他晚些时候写道，唯一不确

定因素是能否获得股东同意。

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主席托马斯·法

利说，监管人员核查事实相对简单，如可

以要求查看特斯拉就退市与合伙人所签

协议。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约翰·科

菲、证交会前律师皮特·亨宁说，马斯克

借助推特发布退市消息或许不违法。 按

照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 企业可以利用

社交媒体等渠道发布消息， 前提是先行

告知投资人。

特斯拉 2013 年 11 月发布文件，说

股东可从马斯克的推特账号获悉企业

“更多消息”。 不过，科菲和亨宁都认为，

马斯克推特账号有 2230 万“粉丝”，特斯

拉原本或许应该同步在企业网页宣布考

虑退市，同时向证交会备案。

特斯拉 6 名独立董事 8 日发布声

明， 说马斯克上周与他们讨论让企业退

市，谈到成为非上市企业“更符合特斯拉

长期利益 ”，同时 “提及 （退市 ）所需资

金”。 按照这份声明的说法，特斯拉董事

会成员上周多次碰面讨论退市，“正在以

恰当的后续步骤”评估这一设想。 只是，

与马斯克一天前的措辞一样， 声明既没

有提供退市融资详情， 也没有解释每股

420 美元股价如何确定。

《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斯拉董事会

已经启动退市讨论；只是，特斯拉 6 日晚

向证交会提交季度报告时， 只字没有提

及考虑退市。

按马斯克出价每股 420 美元计算，

特斯退市所需资金 720 亿美元。 实际融

资规模或许低于这一金额， 因为马斯克

持有将近两成股份， 并且他声称考虑设

立特殊基金，以便允许现有投资人留下。

前股票分析师吉恩·芒斯特告诉美

联社记者， 特斯拉退市需要融资 250 亿

至 300 亿美元。另外，企业要实施新建电

动汽车生产线和电池制造厂的计划，需

要筹集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 摩根士丹

利分析师亚当·约纳斯说，特斯拉如果变

回非上市企业， 恐怕要额外背负 500 亿

美元债务。

《华尔街日报》报道，马斯克发布考

虑退市的消息至少给特斯拉带来抬高股

价的好处。如果股价保持高位，特斯拉资

金困境将得到缓解， 可灵活处理即将到

期的可转换债券。

特斯拉 9.2 亿美元可转债明年 3 月

到期，转股价为 359.87 美元。 如果股价

届时低于这一金额， 特斯拉必须以现金

偿还债券；如果股价超过这一金额，可转

债持有者可将债券转换成股票， 无需特

斯拉支付现金。 截至 6 月 30 日，特斯拉

账上有现金 22 亿美元；企业今年上半年

现金流为负 18 亿美元。

特斯拉股价 7 日上涨 11%，收于每

股 379.57 美元，略低于迄今最高点。 美

联社报道， 做空特斯拉股票的投资人当

天累计损失估计超过 10 亿美元。

对马斯克而言， 华尔街空头一直如

芒在背。法学教授科菲说，如果马斯克宣

布考虑退市旨在挫败空头，“那或许算是

一个（股票）市场操纵案例”。

不少分析师认定马斯克有意报复空

头，缘由是他 5 月 4 日在推特上暗示，将

很快对空头“出招”。

陈丹（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国对俄罗斯推出新制裁措施

据俄新社报道， 当地时间本月 4

日上午， 一架米－８ 直升机在距俄罗
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北部的
伊加尔卡居民点两公里处坠毁，机上
１８ 人全部遇难，包括 ３ 名机组人员。

一场空难揭开了俄罗斯人的八月。

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因今年 3 月
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在英国中
毒事件，美国政府 8 日单方面宣布俄
罗斯违反《管制化学与生物武器与消
除战争法》， 确认俄方在斯克里帕尔
中毒案中使用神经毒剂，针对这一事
件将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相关制裁将
在 8 月 22 日前后生效。

这个不太顺利的八月开端，让俄
罗斯人不得不再次想起 “黑色八月”

的传说，恐怕他们在想“又来了”。

闻之色变的“黑色八月”

“黑色八月 ” 的传说就像一个
不解之谜始终困扰着一向迷信的俄
罗斯人 ， 以致很多人把八月看作不
吉利的象征 ， 甚至一度建议在年历
中取消八月。

八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 有好事
者整理出一份 “黑色清单”， 详尽地
记录了这个古老的国家经历过的那
些不幸的八月： 1470 年 8 月 9 日 ，

莫斯科发生大火 ， 全城一片火海 ，

连克里姆林宫也被大火烧成废墟 。

对于这场大火的记忆 ， 著名女诗人
安娜·阿赫玛托娃在诗中写道： “整
整五个世纪过去了 ， 但对俄罗斯而
言， 八月仍然是不幸的月份。”

现代俄罗斯人则将 “黑色八月”

归咎于 “8·19 事件 ”：1991 年 8 月
19 日，苏联人民一觉醒来，总统戈尔
巴乔夫突然 “失踪”，“紧急状态委员
会 ”宣布接管政权 ，奏响了苏联解体
的序曲。 俄罗斯人认为自那以后，八
月就不再平静：1998 年 8 月，一场历
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俄罗斯爆
发；1999 年 8 月，车臣匪徒进攻俄联
邦达吉斯坦共和国，拉开了第二次车
臣战争的序幕；2008 年 8 月 8 日，俄
格“五日战争 ”爆发 ；2010 年 8 月初
莫斯科温度打破了 1880 年以来的高
温纪录， 热浪导致近 5000 人死亡；

2014 年 8 月针对乌克兰危机，美国、

欧盟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制裁……

《共青团真理报 》曾用整版篇幅
来讨论“黑色八月”成因：天文学家将
罪过归咎于陨石和太阳黑子的运动；

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八月是秋天的前

奏，人们会本能地出现情绪焦躁和不安；

星相学家则认为 “都是狮子座惹的祸”，

因为八月是狮子座的月份， 狮子在秋季
到来之前总要饱餐一顿， 这种赤裸裸的
厮杀让人不再小心翼翼。

理性的人则认为“黑色八月”跟俄罗
斯公务员夏日休假传统有关， 社会职能
部门的效率和能力因此都大大下降。 但
也有很多人并不认可这一说法。 一名姓
舍夫佐娃的女士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
访时说：“‘黑色八月’反映了一种‘宿命
论’，就像丘特切夫说过的那样，用理智
理解不了俄罗斯，对她，只能用信仰。 ”

对于今年 8 月俄罗斯还会发生什
么，目前无法论断，但过去半年已然发生
的事情告诉人们，俄罗斯已是“套中人”，

这个八月，或是“解套”的最佳机会。

针对斯克里帕尔中毒案， 美国还拟
于 3 个月后对俄罗斯进行第二轮制裁，

据称， 第二轮制裁可能包括降低外交关
系级别、禁止俄航执飞美国航线，以及几
乎全面停止美国对俄出口等措施。 美国
如此迫切的制裁像一圈夺命绳索， 再次
勒紧了俄罗斯的脖子。

外界一致认为 ，7 月 16 日普京和
特朗普的赫尔辛基峰会并没有取得实质

性成果， 对改善俄美结构性矛盾也几乎
杯水车薪， 反而会引起美国政界更大的
反弹。 专注于俄罗斯研究的宏观咨询高
级合伙人克里斯·威弗认为，美国国会因
为筹备中期选举，今年八月份不休假，议
员们正是利用了这段时间， 对俄罗斯接
连出台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 分析人士
认为， 美国政府此时重提旧事对俄罗斯
进行制裁， 很大程度上是总统特朗普迫
于国内“通俄门”调查压力采取的举措，

意在争取民心帮助共和党赢得中期选
举。 而正在接受调查的俄罗斯公民玛利
亚·布京娜作为“通俄门”的关键人物也
将对特朗普构成紧迫的威胁。

俄政府如何解套“八月危机”

对于短期难以挽救的外交困境，解
套的方向何在？ 观察“普京 4.0”以来的
外交动向，可见一斑。除了传统地区盟友
和战略伙伴， 有三个方向是俄罗斯着力
开垦的：首先是以“北溪-2”为纽带的俄
德关系。 德国总理默克尔数次不顾特朗
普的指责，竭力维护这条天然气利益链，

正中普京下怀，从而借机分化本已“面和
心不和”的美欧关系；第二个方向是中东
局势和乌东局势之间的力量平衡。 9 月

7 日， 关于叙利亚和解的俄土法德四
国峰会即将召开，已经召开十轮的“阿
斯塔纳峰会” 让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
上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如今将德国纳
入和解进程， 很大程度上克宫考虑到
可以换取其在乌东局势上的妥协，以
推进“明斯克进程”往更有利于俄方的
方向发展，从而达到双赢；日本也是俄
罗斯外交努力的方向， 最近俄日关系
日益亲近。 两个月以来， 首相安倍晋
三、王妃高圆宫久子接连访俄，外长防
长 “2+2”会谈也如期举行 ，高层访问
和世界杯外交风生水起。 在 9 月中旬
即将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上， 俄日首
脑将再度会晤， 可能就安全、 经济合
作、 甚至和平条约问题进行开诚布公
的谈判，如此紧密且深入的外交安排，

既体现了俄罗斯亚洲方向的多元化外
交正在不断突破， 也是对美国在亚洲
的布局进行掣肘。

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外交解套”

路径很清晰， 即与同为实用主义的德
日进行利益互换， 以平衡来自美英的
压力。不过若想九月各路生花，这个八
月俄罗斯不仅要好好筹备， 还要打破
“黑色八月”的迷信，转危为机。

7月刚曝“后门入学”，近日又被指存在性别歧视

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继 7 月曝出 “后

门入学”丑闻后，近日又被指出在招生中

存在性别歧视的问题。 7 日，东京医大公

布的调查报告称， 东京医大从 2006 年

起，就对考生分数进行暗箱操控。

除了暗箱操作降低女生录取比例

外， 这所学校还被曝出给关系户考生加

分的丑闻，总分 400 分的考试中，关系户

最多能加 49 分。 目前，日本文部科学省

已要求对其他医学院校是否存在类似现

象展开紧急调查。

7 月 4 日， 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特

搜部以涉嫌受托受贿为由， 逮捕了日本

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局长佐

野太， 指控其在文部科学省的私立大学

支援事业中以权谋私， 让自己的孩子通

过大学考试。 现职官员被逮捕在日本文

部科学省引起很大震动。

报道称， 佐野太是文科省中有望成

为次官（相当于副部级）候选人的精英官

员。而在此次案件中，佐野将私立大学列

入扶持对象，作为回报，让大学录取自己

的孩子。佐野太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在修完硕士课程后， 进入当时的日本科

学技术厅。 佐野在文部科学省内以接人

待物得体而知名 ，2012 年担任总务课

长，负责与国会打交道，佐野得到了“擅

长与国会打交道”的评价。

对于日本文科省的这一丑闻， 日媒

透露，佐野受人委托，在文科省为具有特

色的大学研究项目提供经费援助的 “私

立大学研究品牌塑造事业”对象选拔中，

选择了东京医科大学。 而提出这一委托

的是东京医科大学最高负责人、 前理事

长臼井正彦。作为对佐野的回报，臼井等

人决定为佐野儿子的入学考试成绩加

分，使其达到录取分数线。

对于东京医大“加分”和歧视女性考

生的问题，该校调查委员会调查发现，臼

井正彦和前校长铃木卫主导了暗箱操控

考生分数， 校学务科职员也参与了这一

行为。 调查委员会认为臼井正彦等人违

规操作的动机是， 校友会希望增加校友

子弟入学人数， 而东京医大希望得到校

友更多捐款， 从而不得不答应让校友子

弟入学。

据查，该校招生考试分为两轮，第一

轮是总分为 400 分的 4 门学科考试，第

二轮是总分为 100 分的小论文和面试。

首轮考试中，该校给予特定关系生 10 分

至 49 分的加分。 引爆此次丑闻的导火

索，就是佐野为儿子谋求加分的事件。包

括佐野儿子在内， 今年共有 6 名考生获

得加分，去年获加分考生则多达 13 人。

在第二轮考试中， 校方对所有考生

的分数乘以 0.8 的系数， 再给应届男考

生和复读两次以内的男考生加 20 分，给

复读 3 次的男考生加 10 分，而所有女考

生和复读 4 次以上的男生则不加分，即

变相扣分。

至于暗箱操控分数的理由， 东京医

大有关人员辩称，女医生会因结婚、生子

而离职， 因此对女考生的成绩按比例扣

分，从而降低女生录取比例。 此外，对复

读 4 次以上男生扣分则是因为他们成绩

一直上不去。此外，东京医大附属医院在

录用医生方面也变相存在歧视女医生的

做法，如新入职女医生的工资低、劳动合

同一年一签等等。业内人士辩称，东京医

大医院的这一做法， 是为了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 及时调整对可能因育儿等问题

不能正常工作的女医生的录用情况。

东京医大招生歧视行为引起日本社

会的强烈不满。该校调查委员会表示，绝

不能接受这种背叛考生的行为。 日本文

部科学大臣林芳正 7 日要求对全国其他

医科大学和大学医学部进行紧急调查，

以确认是否也有同样的歧视现象。目前，

东京医科大学正在考虑对受到不公正待

遇的考生进行补录或赔偿。

（本报东京 8 月 9 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