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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2日威胁对24亿美元法国
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回应法国数字税。
美方拟征税对象包括法国葡萄酒、手提
包、化妆品和乳酪，税率可能高至100%。

美国谷歌公司、苹果公司、亚马逊公
司和脸书公司均是法国数字税征收对
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法国数字税
区别对待美国企业。

【【美方美方““传递信号传递信号”】”】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日说，美方调
查认为，法国数字税违反国际税收政策的
普遍原则，这一税制“对美国企业或构成
区别对待，或造成过度负担”。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声
明中说，美方将以加征关税方式，向法国
传递“明确信号”。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就加征关税
征询公众意见，直至明年1月。相应听证
定于 2020 年 1 月 7 日举行。按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说法，美方或提高关税税率至
100%。

法国议会7月通过法案，向全球互联
网技术企业征收数字税，全球数字业务年
营业收入超过 7.5 亿欧元（约合 8.3 亿美
元）和在法国境内年营业收入超过 2500
万欧元（2769万美元）的企业按3%的税率
纳税。

法方称，数字税旨在防范企业通过把
总部设在低税率的欧洲联盟成员国避税。
美国指认，法国数字税以营业收入为征税
标准，而非营业利润。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先前警告，美方将采取报复举措。

莱特希泽2日说，美国还在考虑是否
针对意大利、土耳其和奥地利实施的数字
税展开调查。

【【法方法方““不会放弃不会放弃”】”】

就美方威胁，法国方面尚未正式回
应。

路透社援引没有公开姓名法国官员的
话报道，法方将质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调查，重申法国数字税并非针对美国技术
企业。另外，法国“不会放弃”征收数字税。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抵达英国首都伦
敦，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间隙与法

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会面。
媒体分析，美方加征关税表态将加剧

美欧贸易摩擦。
世界贸易组织 2 日就欧盟补贴欧洲

空中客车公司案再做裁决，认定欧盟仍未
采取适当措施解决补贴所致负面影响。

世贸组织先前认定，欧盟“违规”补贴
空客，美国政府有权每年向欧盟至多 75
亿美元的输美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另一方面，世贸组织同样认定美国

“违规”补贴波音，可能于明年早些时候作
出裁决，允许欧盟向美国征收报复性关
税。

美欧官员均表达谈判和解意愿，但互
指对方没有作出切实努力。

另外，特朗普 2 日在社交媒体发文，
指责巴西和阿根廷两国货币大幅贬值，对
美国农民不利，美国将立即“恢复”对从巴
西和阿根廷进口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

新华社特稿

日本政府 2 日确认，决定以 160
亿日元（约合 10.3 亿元人民币）从开
发商处买下日本西南一座无人岛，供
美军驻日部队做航空母舰舰载机模
拟起降训练。

日本和美国政府2011年商定，把
驻日美军舰载机的演练地点转移至
马毛岛。马毛岛面积8平方公里，位
于九州岛以南，隶属鹿儿岛县西之表
市，距离日本西南沿海大约30公里。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日在
记者会上说，防卫省和开发商 11 月
29日达成购买协议。

他说：“从安全保障角度讲，重要
的是确保（美军）舰载机起降的训练
场所，这样我们就能尽早建设永久设
施。”

美军航母舰载机最初在神奈川
县厚木基地模拟起降训练。训练产
生巨大噪音，基地周围日本居民不堪
其扰。训练地点1991年起改在东京
以南大约1000公里的硫黄岛。所有
美军舰载机人员去年转移至位于日
本西部山口县的岩国基地。

岩国基地距离硫黄岛大约 1400
公里，距离马毛岛大约400公里。美
国方面希望尽快搬往新的训练基地。

岩国市长福田良彦说，中央政府
的决定是“前进了一大步”，“建设永
久训练设施对减少岩国居民的担忧
是必要举措。我们将要求中央政府
尽早建成（马毛岛上的）设施”。

东京一家开发商拥有马毛岛大
部分土地所有权。由于更换会长，这
家开发商今年5月与日本政府就购地
事宜谈崩，双方秋季重启谈判。

菅义伟说，由于收购没有完成，
他不打算公开更多细节。

西之表市市长八板俊辅先前说，
即使日本政府与土地所有方签署购
地合同，西之表市也会寻求比战机训
练更合适的方式利用马毛岛。

法新社2日报道，一些居住在马
毛岛周边岛屿的居民说，他们担心会
受舰载机模拟起降训练噪音滋扰。

驻日美军给日本多地居民带来
困扰。冲绳县长期忍受美军犯罪、坠
机及高空坠物、噪音等，不断呼吁美
军基地迁走，为此与日本中央政府打
官司。东京一家法院去年年底判决，
位于东京都郊区的驻日美军横田基
地噪音影响周围居民生活，日本政府
应向这些居民支付赔偿金。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
米尔·泽连斯基2日再次否认他与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军事援助利
益交换。

德国《明镜》周刊2日刊发对泽连
斯基的采访。泽连斯基说，他没有对
特朗普说过类似“你给我这个，我给
你那个”的话。

泽连斯基 7 月 25 日与特朗普通
电话，时长半小时。美国情报部门官
员举报，特朗普通话时以大约4亿美
元军事援助为筹码，要求乌方调查美
国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他儿子的“黑

料”。这次通话触发美国国会众议院
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民主
党人指认特朗普滥用职权、寻求外国
势力干预明年总统选举、损害国家安
全利益。

泽连斯基说，他“完全不理解”美
国国会多场听证会所提指认，“不愿
意留下我们（乌克兰人）是乞丐的印
象”。

泽连斯基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期
间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谈及他与
特朗普7月的通话，说他是一个独立
国家的总统，没有人可以向他施压。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务院分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2日说，韩国和日本的“能力”
最近几十年“呈指数级增长”。韩联社报道，史迪威的言
外之意是韩日应分摊更多驻军费用。

史迪威当天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场
活动中重申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立场，称安全环境变
化需要伙伴关系作出改变。

“我不想说‘自以为是’或‘想当然’，但我在韩国待
过两个任期，在日本也是，总共6年，”史迪威谈及在美
国空军服役的经历时说，“自1980年开始第一个任期以
来，我见证了这两个国家迎接挑战、能力呈指数级增长
（的过程）。我看到了进一步合作的机遇，双方能够以合
作方式发挥我们各自的能力。”

史迪威说，特朗普的“坚持”在于，“随着安全环
境变化，随着我们的伙伴变得更加富有、更有能力保
障自身安全以及我们共同的安全利益，它们应当投
入更多”。

韩美两国官员定于 3 日至 4 日在美国华盛顿就第
11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协定举行第四轮谈判。

美国自 1953 年起在韩国驻军，现有大约 2.85 万
人。双方 1991 年以来先后签署 10 份驻军费用分摊协
定。第10份协定今年3月签订，12月31日到期。多家
媒体先前报道，美方要求韩方每年承担将近50亿美元，
是今年的5倍多，韩方难以接受。

据新华社电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6 日将到访
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这是她任德国总理 14 年来首
次到访那座集中营遗址，也是到访那里的第三位德国
总理。

按计划，默克尔当天将在波兰总理马泰乌什·莫拉
维茨基和一名集中营幸存者陪同下前往奥斯威辛集中
营遗址，步行从遗址大门进入，为遇难者默哀一分钟，其
间还将发表演讲并敬献花环。

奥斯威辛集中营1940年由纳粹德国在波兰建成，
是纳粹德国在波兰境内设立的最大集中营，囚禁包括波
兰人在内的许多国家人员，其中以犹太人居多。1940
年至1945年，至少110万人在那里遇害，其中90%以上
遇难者是犹太人。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奥斯
威辛集中营。

奥斯威辛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布纳
说，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深受反犹太主义挑衅和仇恨
之害，默克尔此时到访集中营遗址，释放出“尤为重要的
信号”。

法新社报道，默克尔到访前，德国方面预期将批
准向奥斯威辛-比克瑙基金会提供 6000 万欧元资
金。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2日说，特朗普后续竞选活动将不再向彭博新闻社记者
开放。

彭博新闻社由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创
立，布隆伯格上月 24 日正式宣布参加 2020 年总统选
举。彭博社先前宣布调整报道方针，不做关联布隆伯格
和其他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的调查报道。

特朗普2020年总统选举的竞选团队经理布拉德·
帕斯凯尔2日说，彭博社公开表明“偏见”立场，迫使特
朗普竞选团队作出决定，禁止彭博社记者出席特朗普后
续竞选活动。

彭博社总编辑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回应，帕斯凯尔
有关彭博社的指认失实，彭博社自特朗普2015年宣布
参选总统以来就一直以“公正、不带偏见”的方式报道，
并将继续这么做。

彭博社1990年以收集金融信息起家，业务后续扩
展至政治法律领域。这家通讯社目前提供视频、音频、
杂志等多种形式的新闻产品。

按彭博社说法，虽然它不做关联布隆伯格和其他民
主党总统竞选人的调查报道，但将发布或概括报道其他
新闻机构所作调查报道。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日电（记者周
舟）美国航天局2日说，已经发现印度“月
船2号”着陆器的残骸。“月船2号”着陆器
9月7日尝试在月球表面软着陆时失联，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此后多次尝试恢复通
信未果。

美航天局说，该机构 9 月 26 日发布
了一张美国“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照
相仪在 9 月 17 日拍摄的照片后，许多
人下载这张照片并协助寻找着陆器残
骸。

一个名为尚穆加·苏布拉马尼安的人
与“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照相仪项目团
队取得联系，称自己在照片上发现了着陆
器残骸的迹象。美航天局并未公布苏布
拉马尼安的身份信息。

项目团队对比着陆器失联前后的照
片，并结合10月和11月拍摄的照片，确定
了撞击点和残骸所在地。

美航天局说，苏布拉马尼安首先发现
的残骸位于主撞击点西北约 750 米处。
11 月 11 日拍摄的月表影像光照条件较
好，像素尺度为0.7米；这张照片中可以发
现撞击坑及3片较大的残骸，这些残骸在
照片中的长宽约2个像素。

“月船2号”今年7月22日发射升空，
是印度第二个月球探测器。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专家 11 月 27 日
对新华社记者说，失联两个多月的“月
船 2 号”着陆器已经坠毁。不过，“月船
2 号”的轨道器仍停留在月球轨道，预计
未来几年将保持运行状态，并开展系列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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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在英国伦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北约峰会将于12月3日至4日在英国伦敦举行。 新华社/法新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