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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外交部长王毅18
日在北京会见韩国总统特使李海瓒。

王毅表示，文在寅总统上任之初即派政府
代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支
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天
又派你作为特使访华，体现了韩国新政府对中
韩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尽快改善双边关系的迫切
愿望。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今年是中韩建交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两国关系取得巨大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
重要利益。但去年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不应
有的挫折。我们希望韩国新政府正视并搬开前
进道路上的障碍，推动中韩关系早日重回健康
发展轨道，愿意看到双方开展正常的交流与合
作。

王毅全面阐述了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
原则立场，要求韩方妥善解决中方的重大和合
理关切。王毅还表示，中方愿同包括韩方在内
的各方共同努力，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
坚持通过对话解决半岛核问题，坚定维护朝鲜
半岛的和平稳定。

李海瓒表示，韩中互为重要邻国，双方各
领域交流合作密切，韩中关系发展对朝鲜半岛
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繁荣具有重要意义。韩
方希加强对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向前发展。韩方意识到部署“萨德”给
韩中互信和两国交往带来的损害，充分理解中
方的合理关切。韩方愿以诚意寻找妥善处理这
一问题的办法。

王毅会见
韩国总统特使李海瓒
要求韩方妥善解决中方关切

据新华社华盛顿５月１７日电 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全球变暖会导致森林向高纬度迁移。
但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至少在美国，气候变
化还导致许多树种向西迁移。

美国珀杜大学森林研究专家费松林领导的
研究小组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报
告说，他们分析了美国林业局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１５年
间的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发现不同树种对气候
变化有不同响应，有一些树种对气温变化敏
感，但更多树种对降水变化更敏感。

过去３０多年里，美国东南部降水减少，中
西部降水增多，结果橡树、枫树和核桃树等对
降水敏感的落叶阔叶树种向西迁移。冷杉、云
杉与松树等常绿针叶树种对气温变化更敏感，
这些树种依然像此前预测的那样向北迁移。总
体上，在考虑气候变化对树种迁移造成的近期
影响时，降水比气温的影响更为显著。

费松林说，与此前许多气候变化研究不一
样的是，他们不是利用模型预测未来，而是基
于真实数据研究气候变化对森林已造成的实际
影响，他们的成果凸显降水变化对树种影响的
重要性，未来可能有必要对降水变化进行更多
的跟踪与预测。费松林表示，森林具有重要的
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如生产林木、涵养水
源、固碳释氧和增加就业机会等。这项研究对
人工造林时选择新的树种以更好地适应将来的
气候变化有指导意义。

新华社专电 日本《读卖新闻》１８日报
道，日本政府决定于近期向联合国反对虐待委
员会提交一份“反驳书”，回应其主张日韩应
修改“慰安妇”协议的建议。

就在前一天，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派往日
本的特使文喜相在东京告诉日本外务大臣岸田
文雄，“大多数韩国国民没有接受日韩‘慰安
妇’问题协议”，要求其“正视‘河野谈
话’、‘村山谈话’，在此基础上开动脑筋，
努力达成一致”。

据《读卖新闻》报道，在这份反驳书中，
日本政府将指出其认定的联合国反对虐待委员
会的“错误”，在此基础上表明日本无意修改
日韩“慰安妇”协议的决心。

日方所谓“论据”将包括日本政府没有发
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证据，以及日韩２０１５
年底达成“慰安妇”协议时，时任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曾表示肯定。日本政府官员还说，联
合国反对虐待委员会在制定报告时，并未咨询
日方意见。

“在必须与韩国新政府切实建立双边关系
的重要时期……必须要显示日本的意志。”一
名日本外务省干部告诉《朝日新闻》。

韩国《朝鲜日报》１８日报道，在文喜相表
示韩国国民不接受“慰安妇”协议时，日方反
应冷淡。

联合国反对虐待委员会５月１２日发布报
告，认为韩国与日本达成的“慰安妇”问题最
终解决协议未能恢复受害者的名誉和提供赔
偿，主张双方修改协议。

不听劝！日欲就

“慰安妇”协议反驳联合国

气候变化致

美国树种向西迁移

日本扭捏示好亚投行背后精打细算

安倍表态留余地

本月15日，前来北京参加“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
俊博对媒体透风：日本应尽早加入亚投行，
“应做好心理准备，不能太落后于人”。

二阶俊博是执政党自民党二号实权人
物。巧的是，一号人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本人在同一天接受专访时，也在这一问题上
表态：“若亚投行身上的疑点得到消除，日
本将积极考虑加入其中。”位高权重的两人
密集发出有别于以往的表态，被中日不少媒
体解读为日本终于要投入亚投行怀抱。

日本时事社指出，安倍调整了其对亚投
行所持的谨慎姿态。甚至连右翼媒体《产经
新闻》也打出了“安倍首相对亚投行摆出积
极姿态”的大标题。

而就在外界热议“大转变”时，日本政
府多名高官却在第二天澄清，强调日方对亚
投行的态度未有变化。16日，日本政府另一
重要实权人物、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内阁会
议后的记者会上说，“日本对亚投行的立场
完全没有任何变化”，重申日本现阶段无意
加入。同一天，官房长官菅义伟也强调，日
本仍将静观其变。

事实上，细读安倍15日的表态，便会发
现部分媒体的报道有过度解读之嫌。安倍的
表态其实模棱两可，给自己留下了足够的回
旋余地，对于加入亚投行既没有肯定，也没
有否定。他强调了加入的前提，即要“消除

亚投行的疑点”，包括能否建立公正的运行
管理机制、借款国的举债可持续，以及分析
影响项目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安倍还说，日本现在仍处于关注亚投行
运作的阶段，此事“将和美国密切合作”。

三大原因促转变

回顾过去几年，日本对中国发起成立亚
投行的倡议一向不愿参与。在安倍政权眼
中，亚投行会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亚
行)产生竞争，对日本在区域基础建设融资等
方面的既有优势形成挑战。

然而，尽管安倍本人表态模棱两可、其
政府内部释放出的讯息自相矛盾，但不可否
认，相比过去，日本政府对亚投行的态度产
生了松动。一种解读认为，这或许只是一种
战术性妥协。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
年，通过二阶这个知华派人士出面，缓和同
中国的关系。还有一种解读认为，安倍对加
入亚投行释放出的混乱信息是精心设计的
“双簧戏”：由二阶释放积极信息，满足了
党内要求改善对华关系派别的要求；与此同
时，让麻生等人出面灭火，则是顾忌党内对
华强硬派的立场，同时也可以借此作为谈判
的砝码。

此外，安倍政府无法忽视亚投行所产生
的巨大经济效益。成立近一年半来，亚投行
的成员已经达到77个，超过日本主导的亚
行，在七国集团中仅剩日本和美国尚未加
入。安倍政府并不愿错过中国发展的红利。

事实上，日本经济界乐见本国加入亚投行。
日本最大经济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榊
原定征近日表示，对满足亚洲的基建需求而
言，亚投行将发挥有效的金融职能，要求日
本政府采取积极态度。

日本在看美国的信号

促成日本政府表态松动最关键的外部原
因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特朗普政府上台
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亚太政策，并
派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也引发日本舆论高度关注。

《日本经济新闻》17日刊发社论《应在
注视美中动向的同时改善中日关系》。文章
说，中美在不少领域开始合作，特朗普政府
的理念和行动与美国以往历届政府大不相
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应充分收集情
报，及时调整对外政策。

这篇社论就亚投行问题指出，援助亚洲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亚行和亚投行的共同目
标。双方相互牵制将造成各国困扰。

日本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金坚敏指出，美国的信号成为影响日本态度
的重要因素。如果美国态度转变，“那日本
就不能掉队，因此日本在做两手准备”。

金坚敏指出，美国退出TPP对日本打击
很大，“以前日本不加入亚投行有很多理
由，但是通过亚投行运行一年多的表现，大
家对亚投行的评价很高，日本彷徨的理由不
成立了”。

最终加入能有谱？

话说回来，日本真的会加入亚投行吗？
最终答案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美国，另
一个是对中国发展的心态。

美国是日本决定是否加入亚投行的最直
接因素。日本日中关系研究所所长凌星光对
新华社记者说，日本长年将日美同盟奉为外
交基础，追随美国。只要美国不加入亚投
行，惯于看美国脸色行事的日本也不太可能
单独加入；但只要美国加入，日本一定会跟
上脚步。

其次，日本能否转变对中国发展的扭曲
心态，是最为根本的因素。去年两会期间，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指出：“对于中日关系
而言，病根就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对华认知出
了问题。面对中国的发展，究竟是把中国当
朋友还是敌人，当伙伴还是对手？日方应认
真想好这个问题，想透这个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王毅指出，日方需要先
治好自己的“心病”，理性看待和接受中国
不断发展振兴的事实。

新华社前驻东京分社记者刘华分析认
为，日本最终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不小，不
过日本国内存在一定阻力，这主要源于保守
势力在政治上对中国的不信任，以及在经济
上对中国的疑虑。

“但现在，日本更担心的是错过亚洲基
础设施开发的大蛋糕。”他说。

(新华社专特稿)

■近日，日本政府有关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表态引发外界关注。可以肯定的是，

日本如真加入亚投行，无论是对亚投行发展还是对中日关系改善，都是一大利好消息。然而短短几天，

日本政府内部就此发出的信号就已出现矛盾，安倍政府的“态度突变”也遭到质疑。扭捏示好亚投行背

后，日本都有哪些考量？

美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特朗普通俄事件

“通俄门”新回合会成弹劾危机吗？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布·罗森斯坦17日宣布，任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罗伯特·米勒为
特别检察官（上图），主持“通俄门”调查。

米勒现年72岁，执掌联邦调查局12年，为人受到民主、共和两党尊重。按照美联社
说法，作为特别检察官，米勒拥有广泛权力，没有任期限制，总统无权解职。特别检察
官一般由司法部长任命。由于现任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回避有关“通俄门”的调查，
副部长罗森斯坦代其任命米勒。

按照美国司法部规定，除了拥有发起调查、传调记录、提起刑事诉讼等联邦检察官
职权外，作为特别检察官，米勒不必“事事汇报”，但在作出“重大行动”前，必须通
知其任命人罗森斯坦，后者可对行动表示反对。

司法部将为米勒的团队提供人选，米勒有权选人，也可以任用司法部以外的人。在
米勒手下工作期间，团队成员只向他一人汇报。米勒将有60天时间向司法部提交一份行
动预算；只要调查不停，每年预算都可更新。

特别检察官完成调查后，须向司法部长递交一份机密报告，解释其提起诉讼或“弃
案”的原因。司法部长须告知国会调查结论，但有权决定是否将其公开。根据规定，特
别检察官只能由司法部长以“个人行为”予以免职。因此，只有罗森斯坦可以将米勒免
职。如果要这么做，罗森斯坦必须拿出米勒“能力不足”、“行为不当”或其他正当理
由，且需要对后者进行书面通知。

美国历史上担任过类似职务的人中，最知名的莫过于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他曾负
责调查“水门事件”。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7日电）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17日宣布任命联邦
调查局前局长罗伯特·米勒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
查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关系一案，即
所谓“通俄门”。米勒当天表示接受这一任命。

美联社认为，特朗普正面临一场“无法通过推
特发文或嬉笑怒骂解决的危机”。

罗森斯坦说，作出这一决定并非意味着有犯罪
行为或者准备对谁提起公诉，“任命特别检察官是
为在这件事上负起责任，这符合公众利益”。

司法部加国会启动调查

根据美国法律，当一个案件和司法部官员有潜
在利益冲突时，司法部应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对案
件进行调查。与普通司法部检察官相比，特别检察
官更加独立。

特朗普日前突然解除了正在调查其竞选团队的
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并被爆出在上周与俄
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泄露“敏感情报”，因此
许多国会议员及民众质疑特朗普或与俄罗斯存在不
正当关系，并怀疑他试图向联邦调查局施压以阻碍
调查。

除司法部外，美国国会也在17日介入调查。参
议院司法委员会当天要求白宫和联邦调查局提交特
朗普和科米之间的对话内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向
联邦调查局索要科米对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关
系一案的调查笔记。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
决定于24日举行听证会，要求科米出席作证。

面于诸多质疑，特朗普17日发表简短声明，明
确表示其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没有不正当往来。

被弹劾的可能性有多少

美联社、路透社的报道中开始出现“弹劾”字
样，并提及美国三位前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理查
德·尼克松、比尔·克林顿当年面临弹劾危机前后的
情况。

对“通俄门”调查的后续发展，中国社科院美
国问题专家刁大明认为，不能排除调查证实“通俄
门”涉嫌违法以及启动弹劾的现实和法理可能，但
是从政治层面、尤其是目前美国两党格局研判，总
统被弹劾的可能性小。

对调查可能出现的结果，刁大明认为，“通俄
门”比此前媒体报道的特朗普对俄外长的“泄密

门”杀伤力大，如果科米能够拿出备忘录，确证特
朗普对其施压要求停止调查，那就存在“妨碍司
法”的嫌疑，开启弹劾程序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回顾历史，刁大明指出，此前三次针对总统弹
劾危机的出现，都在国会“强分裂”的情况下发生
的，即共和、民主两党分别控制参众两院。目前国
会两院都是共和党掌控，弹劾共和党总统的可能
性，从政党斗争层面看，可能性也很小。

刁大明认为，这一事件继续显示美国党派间激
烈持续的斗争。大选失利的民主党阵营希望事件持
续发酵，最大理想目标就是实现对特朗普的弹劾，
现实一些的目标就是拖延特朗普的内外政策议程，
为2018年中期选举甚至是2020年大选谋篇布局。

纽约股市大跌

5月17日是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225周年纪
念日。然而这一天，交易员的脸上却难觅喜悦之
情。

纽约股市当日开盘后不久，三大股指就下跌超
过 1 %。截至收盘时，三大股指单日跌幅均超
1 . 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种股票
指数创下2016年9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纳斯达克
综合指数也是去年6月24日以来的最差单日表现。

自去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特
朗普牛市”是否告急？

美国金瑞基金首席投资官布伦丹·埃亨表示，
美股17日大跌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者认为美国总统
特朗普提出的减税、医改、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政
策未必能够实现。

目前，金融市场对于特朗普政府危机处理能力
的担忧。更糟糕的是，华尔街质疑特朗普面临通俄
门调查未来还能否顺利推进各项经济政策。

市场出现恐慌，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有分析
师表示，这一消息有可能成为美股牛市反转的催化
剂。

17日，衡量投资者恐慌情绪的芝加哥期权交易
所波动指数(又称“恐慌指数”)暴涨46 . 38%，收于
15 . 59。而就在本月早些时候，这一指数刚刚触及
1993年以来的最低点位9 . 77。

自从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美股持续上
涨，三大股指频频刷新收盘历史纪录，市场称其为
“特朗普牛市”。

（综合新华社华盛顿5月18日电）

这位特别检察官有何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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