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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琼

　　

　　当地时间5月3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

文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滥用贸易和金

融制裁，必将导致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如履薄冰，

进一步损害全球化进程。近年来，美国为维护自

身霸权，凭借其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优势

地位，频频打着“民主”“人权”“国家安全”等旗

号，滥用制裁手段肆意打压他国，威逼霸凌竞争

对手，大搞单边主义，视国际规约为无物，搅乱

全球经济秩序，威胁全球经济安全，严重损害全

球化进程。

无视国际规则刷新下限

　　近年来，肆意施加单边制裁已成为美国运用

最娴熟的霸凌手段。美国《新闻周刊》形象地比喻

称，“华盛顿方面已经对制裁上瘾，就像一个5岁孩

子对糖果上瘾一样”。

　　从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到封锁贸易、列入

“实体清单”，但凡妨碍美国利益者，无论是国

际机构、主权国家、实体企业、社会公民，还是

竞争对手和传统盟友，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

受害者。

　　在法律方面，为肆意施加制裁，美国制订了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

责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等国内恶法，并炮

制了一系列行政令，直接对特定国家、组织或个人

进行制裁，以“最低联系原则”“效果原则”等模棱

两可的规则任意扩大美国内法管辖范围，还滥用

国内司法诉讼渠道对其他国家实体和个人搞“长

臂管辖”。

　　有统计显示，美国是历来采取经济制裁措

施最多的国家，且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美国财

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0年间，美国实施

的制裁数量增长了10倍。仅201 7年至201 9年，

美国发起的单边制裁就达3200项之多。最近几

届美国政府均频繁使用制裁手段，其中特朗普

任期内实施的制裁高达3900项，相当于平均每

天挥舞3次“制裁大棒”。截至2021财年，美国已

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9421项，较2000财年增

长933%。

　　即使在疫情期间，美国也不收手，反而不断升

级对委内瑞拉、伊朗、叙利亚等国的制裁，造成这

些国家抗疫物资和生活物资短缺，人道主义灾难

加重，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在“北溪-2”天然气

管道项目和数字税等问题上，美国制裁起欧洲盟

友来也毫不客气。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

实施了规模空前的制裁。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近

日表示，今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实

施的新制裁超过7000项，制裁数量超过以往任何

一个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

　　美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损害他国主权安

全，严重影响有关国家国计民生，严重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可以说，滥施制裁的美国一

次次刷新无视国际规则的下限。

单边制裁殃及全球经济

　　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饱受美国制裁之苦，世

界上还有更大范围的国家成为次级制裁的受害

者。全球经济金融秩序、全球能源、粮食安全等方

面也受到负面影响，使本已困难的世界经济雪上

加霜。

　　美国肆意对主权国家和他国合法经营企

业进行单边制裁，对正常的全球经贸合作造成

巨大阻碍。美国对伊朗、叙利亚、古巴和委内瑞

拉等国实施一系列系统性制裁，包括控制资金

流动、冻结美元资产和外汇储备、连带打压与

之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等，不仅危害这些国家

的国计民生，也侵犯了他们自由参与国际经贸

活动的权利。从2017年到2020年底，美方制裁使

伊朗的石油出口减少80%以上。在美方制裁下，

委内瑞拉202 0年石油出口降至77年来的最低

点。而美方长达60年的经济封锁，更是令古巴

蒙受直接经济损失逾千亿美元，严重影响古巴

人民生活。

　　数月来，美国在联合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发

起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孤立和消耗

俄罗斯的同时，也重创制裁国及一些严重依赖

俄罗斯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的国家。目前，美

对俄制裁已造成世界能源、食品涨价，世界银

行预计2022年能源价格将上涨50%以上，包括

农业和金属在内的非能源价格将上涨近20%。

随着制裁不断加码，价格水平可能会比预测的

更高。

　　截至目前，整个国际社会都不得不为美国的

肆意单边制裁买单。如果制裁进一步升级，还会导

致全球经贸、金融、能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等

发生严重危机，进而殃及全球经济。

　　美方行径受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尼日利亚

和平与冲突解决研究所研究员巴巴图恩德指出，

美国肆意挥舞制裁大棒，给世界经济带来诸多负

面后果。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

研究员丹尼尔•德雷兹纳讽刺称，“美利坚合众国”

已成为“制裁合众国”。

制裁损害多边贸易体制

　　面对低迷脆弱的世界经济，美国固守一己私

利、一味加码单边制裁，严重损害全球化进程，同

时也让世界多国被迫承受能源不足、粮食紧缺、物

价上涨、工厂停产、出口受阻等一系列沉重代价。

　　国际舆论指出，美国以为制裁是“重塑”及

制衡其他国家的妙招，实际上这恰恰是美方黔

驴技穷的表现，美国自身也难逃制裁反噬。委

内瑞拉经济专家维克多•阿尔瓦雷斯认为，美

国对外强加的这些制裁最终也会影响美国本

国的利益，包括美国购买外债的投资者以及美

国的出口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罗

伯特•莱格福德指出，施加制裁的美国等国要

付出通胀加剧、物资紧张及制裁带来的其他

代价。

　　果不其然，今年3月，美国通胀数据再创40年

来的新高。美国独立企业联合会调查显示，在高通

胀情况下，大约40%的美国小企业打算将售价提

高10%甚至更多，美国小企业信心指数连续3个月

出现下滑，降至疫情暴发以来最低水平。

　　俄罗斯在近日给世界贸易组织的通报中，鲜

明指出了美国经济制裁的政治用意，提醒国际社

会，美西方的单边制裁行为对多边贸易体制有迫

在眉睫的损害，对全球会产生次伤害，应避免单边

方式违背多边既定规则。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

治动荡和新冠疫情叠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

球化经济模式正受到冲击。值此之际，唯有加强

合作、融通市场、维护规则，全球经济的蛋糕才

能越做越大。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应多

想一想全球民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多做一点有

利于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事。美

方肆意挥舞制裁大棒、用霸凌手段谋求私利的

企图注定不会得逞。

美滥施制裁成瘾损害全球化进程

　　● 美国是历来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最多的国家，且近年来越来越频繁。过去20

年间，美国实施的制裁数量增长了10倍。

　　● 仅2017年至2019年，美国发起的单边制裁就达3200项之多。截至2021财年，

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到9421项，较2000财年增长933%。

　　● 最近几届美国政府均频繁使用制裁手段，其中特朗普任期内实施的制裁

高达3900项，相当于平均每天挥舞3次“制裁大棒”。

　　● 今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实施的新制裁超过7000项，制裁数

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据俄罗斯官方数据，在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

事行动后，俄已累计遭到7374项制裁。俄联邦安全

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指出，美国联合一众盟国

发起对俄制裁的目的是“羞辱、遏制、分裂并最终

摧毁俄罗斯”。作为回应，俄近期出台一系列有针

对性的法律、法规、总统令。

推出系列反制措施

　　美西方制裁对俄罗斯来说早非新鲜事。正如

俄总统普京所言，俄罗斯多年来已经积累了应对

美西方各类制裁的经验。此次，在制裁不断加码的

背景下，俄方作为全球能源生产及供应大国，利用

自身资源优势实施有效反制，并为此出台了一系

列法规政策及总统令。

　　3月5日，普京签署“关于履行对某些外国债权人

义务的临时程序”法令，要求俄联邦政府确定对俄

联邦、俄罗斯法人实体和个人实施不友好行为的外

国和地区名单。随即，俄正式出台不友好国家和地

区名单，使得后续反制裁措施有的放矢。随后，俄外

交部4月25日表示，作为对西方国家制裁的回应，俄

罗斯或将冻结不友好国家人士在俄资产。

　　俄外交部副部长万诺夫透露，俄方已通过法

律修正案，可以对涉及侵犯俄罗斯公民基本权利

和自由的人士采取措施。除了禁止其进入俄罗斯

之外，这项法律还引入了经济限制措施，包括冻结

其在俄罗斯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其在俄罗斯进

行任何财产交易和投资。

　　5月3日，普京又签署总统令，对某些外国和国

际组织的“不友好行为”采取报复性特别经济措施。

总统令称，鉴于美国等一些国家和组织的一系列违

反国际法、试图剥夺俄联邦资产及俄公民私有财产

的不友好行为，为保护俄国家利益，根据俄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机构、其他国有

机构组织，以及受俄联邦法律管辖的所有机构、法

人和自然人，在与不友好国家和组织、公司和个人

进行交易时实施特别经济限制措施。根据该文件，

禁止各级国家机构、组织和个人与被俄方制裁的不

友好国家和组织的法人、个人和企业进行交易，包

括签订外贸合同；禁止对被俄方制裁对象履行交易

义务和金融交易；禁止向被俄方制裁对象出口俄罗

斯产品和原料。总统令要求联邦政府在10日内确定

被制裁国家和组织以及个人名单。

　　无独有偶，5月11日，俄罗斯批准了对来自美

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31家外国

公司实施报复性制裁的提案。两个月前，即今年3

月4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曾通过一项

法案，根据这一法案俄罗斯可以对侵犯俄罗斯人

权利及对俄罗斯人犯下罪行的任何外国公民以及

无国籍人士实施制裁。

多措并举缓解冲击

　　为了破解美西方制裁、缓解制裁冲击，俄方也

推出了系列应对措施。

　　近日，俄方在能源领域推出卢布结算令。作为

在能源领域反制裁措施的重要手段，3月31日，普

京签署与“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以卢布进行天然气

贸易结算的总统令。普京表示，要购买俄天然气，

“不友好”国家和地区须在俄银行开设卢布账户，

新规4月1日起生效。如果拒绝以此方式付款，将被

俄方视为违约，俄供应商将停止供应天然气。在本

国外汇储备被美西方大规模冻结的情况下，卢布

结算令具有一定战时经济政策特征，同时对维持

卢布汇率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近日，普京还签署了禁止在外国股市配售和

流通俄罗斯发行人的股票存托凭证的法律。据此

法案，一些俄罗斯大型上市企业在海外的存托凭

证将回归莫斯科金融市场。

　　2月26日，美国与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发表共同

声明，宣布将7家俄罗斯银行踢出SWIFT国际结算系

统。对此，俄方早有准备，替代系统——— SPFS（金融信

息传输系统）的开发与使用早已提上日程。梅德韦杰

夫指出，在西方严厉制裁俄罗斯的情况下，被断开与

SWIFT国际结算系统联系的威胁一直存在，因此俄

被迫创建了自己独立的信息传输系统。4月18日，俄

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在国家杜马发表讲话时表示，

已有来自12个国家的52个外国组织加入了SPFS。此

外，俄方大力推行“去美元化”。俄出台的新版《国家

安全战略》针对美西方制裁提出的具体应对举措就

是在对外经济贸易中实施“去美元化”政策。

全力维护经济稳定

　　连日来，俄罗斯政府和立法机构推出一系列

法规、总统令、经济措施，全力维护国内经济稳定。

　　2月28日，为挽救遭受打击的俄罗斯经济，普

京签署第79号总统令《关于对美国及其附庸国家和

国际组织不友好行动采取特别经济措施的总统

令》，这项总统令旨在阻止资本外流、稳定卢布汇

率。总统令内容包括：禁止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公司

向境外汇出外币以偿还贷款，或将外币转入其国外

账户；俄罗斯出口商从2022年1月1日起获得的外汇

收入中的80%将被强制结汇；上市公司只有在特定

条件下，才能在2022年12月31日前进行股票回购。

　　与此同时，俄方多种经济调控手段并用。在2

月28日美国宣布冻结俄央行外储后，俄央行把基

准利息率从9.5%提升到20%。随后，俄宣布实施资

本管制，及时将股市、汇市按下“暂停键”，有效遏

制了冲突初期卢布的大幅震荡。3月初，俄政府公

布了包含200多种商品在内的《出口禁令清单》，禁

止这些商品出口就是为了弥补产品短缺并防止断

供，尽可能维持企业的生产经营，同时保持内部市

场的稳定。4月底，俄政府又宣布实施平行进口货

物政策，以满足国内对外国商品的需求。

　　近日，俄罗斯政府还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稳

定民生的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应对西方制裁对俄造

成的冲击。俄总理米舒斯京说，相关措施将涵盖药

品进口、中小企业和地区发展、电力行业、设计开发

等多个领域。此外，4月18日，普京要求俄政府提高公

务员的收入和退休人员养老金以及社会福利，以限

制战争和制裁对经济的影响。

　　“俄采取的各项措施回击了西方用非法制裁

对俄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企图。俄银行系统、国

家货币、运输、贸易和整个经济都经受住了考验。”

普京近日在俄立法委员会会议上总结说。他还表

示，俄罗斯拥有别人所没有的反击手段，“在必要

时会使用它们”。

俄密集出台法律法规应对美西方制裁

□ 王一同

　　

　　今年以来，美国接连发生多起反亚

裔仇恨犯罪事件，引发美国国内和国际

舆论高度关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贝

纳迪诺分校仇恨及极端主义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显示，全美对亚裔美国人社区

的不信任正在上升，美国各地仇恨亚裔

犯罪案件2021年比2020年增加了339%。

除了仇恨犯罪，美国亚裔还面临形形色

色的就业、入学、收入、社会福利和文化

权利等方面的歧视。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亚裔长期面临

的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和暴力威胁，根

源在于美国的种族主义痼疾。一些美国

政客出于个人政治私利大肆煽动对抗，

鼓吹针对亚裔的敌视政策，对加剧美国

亚裔的困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反亚裔仇恨犯罪率飙升

　　4月底，一名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街

头散步的69岁亚裔女性无故遭到种族

主义分子殴打，纽约市警局反仇恨犯罪

小组已对此案介入调查。这起案件只是

近年来美国反亚裔仇恨犯罪的冰山

一角。

　　事实上，美国亚裔正遭遇愈演愈烈

的种族主义攻击。从街头诽谤、攻击到

持刀行刺，从垂髫孩童到耄耋老者……

美国研究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近年来

针对亚裔美国人社区的仇恨犯罪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21年美国针对亚

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激增，其中纽约、旧

金山、洛杉矶等城市发生的反亚裔仇恨

犯罪数据更是突破了历史纪录。进入

2022年，这种趋势不减反增。亚裔社区

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担心遭

到威胁、人身攻击与暴力。另据“停止仇

恨亚太裔”组织的数据，在针对亚裔仇

恨犯罪的受害人中，女性占68%。

　　2022年3月，美国社交网站上甚至出现“掌掴亚裔挑战”，

意在煽动青少年在公共场合及公共交通工具上掌掴亚裔人

群，加剧了亚裔社区对人身安全的担忧。

　　在反亚裔仇恨犯罪在美频繁发生的同时，美国法律的漏

洞也令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惩处，亚裔群体的正当权益无法

得到维护。2021年3月16日，一名男子在亚特兰大一家水疗中心

开枪，夺走了8人性命，其中6位是亚裔女性。美国执法部门不

愿将事件定性为“仇恨犯罪”，引发全美亚裔的恐惧和愤怒。

　　除了成为仇恨犯罪受害者外，大多数亚裔还经常在就

业、入学、收入、社会福利和文化权利等方面遭遇种族歧视。

纽约市长华裔参选人杨安泽就曾表示，他在纽约街道上行走

都能感到被歧视的气氛。美籍华裔女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谢汉

兰指出：“与其说亚裔美国人当前的遭遇是开了历史倒车，不

如说它实际上是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一部分。”

全美多地掀起抗议活动

　　在美国历史上，亚裔为美国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然

而，长期以来，在美亚裔持续遭受着偏见、仇恨和种族暴力的

折磨与煎熬。美联社曾坦言：“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一直是美国历史上的丑陋主线。”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

主流社会否认存在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历史，更拒不承认当

前存在针对美国亚裔的种族主义攻击。

　　面对种族歧视和暴力威胁，在美亚裔不再沉默。今年以

来，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数十座城市都曾举行集会和游

行，抗议愈演愈烈的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

　　许多抗议者手举“我们不会沉默”“亚裔应当被公正对

待”等标语参与游行抗议活动。抗议人群还表示，集会是为了

向立法者施压，敦促后者遏制美国境内频频发生的针对亚裔

的暴力行为。

　　一些亚裔抗议者还现身说法，称自己认识的许多亚裔都

是“暴力、骚扰和攻击的受害者”，尤其是2020年以来，他们被

一些种族主义者言语辱骂、暴力攻击。一些华裔和韩裔社区

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美国政府重视亚裔遭受歧视和仇恨的

社会状况。

　　抗议活动还吸引了其他少数族裔人士参与，与亚裔一同

反对美国种族主义者对亚裔等少数族裔的压迫。他们举着

“停止歧视亚裔”等标语，要求根除白人至上主义与系统性种

族歧视，并号召从积极举报仇恨犯罪等身边小事做起，改变

亚裔及所有少数族裔在美处境。法拉盛国际高中教师乔丹·

沃尔夫表示，亚裔美国人是他的邻居、朋友，也是他的学生，

亚裔美国人值得以受尊敬的方式对待并得到安全。

种族主义痼疾难以根除

　　亚裔生存环境恶化的背后，是美国政客罔顾人权，将少

数族裔视为政治工具的操弄，更源自美国政府对种族主义的

纵容。

　　有媒体直截了当地指出，全美反亚裔仇恨犯罪率飙升与

美国政客对新冠疫情的种族主义操弄不无关联。

　　美媒还就2021年美国反亚裔仇恨犯罪数量增加339%分

析称，这应归因于疫情中美国政客对亚裔施加贬损性语言，

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社会对亚裔的刻板印象达到历史高潮，

表明美国正经历一场“种族主义危机”。

　　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客为了摆脱抗疫不力的责任，挑

起针对亚裔的种族对立。在此氛围下，美国民众安全感缺失，

被挑起的种族矛盾交织着恐惧，将原应指向美国政府的矛头

转向亚裔等少数族裔。在美国政客的推波助澜下，一桩桩骇

人听闻的反亚裔仇恨犯罪在美国接连上演。

　　可以说，一些美国政客出于个人政治私利大肆煽动对

抗，鼓吹针对亚裔的敌视政策，大幅加剧了美国亚裔的困境。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根源上看，美国亚裔之

所以长期面临歧视和仇外言行威胁，还在于美国白人至上的

种族结构与社会氛围。

　　分析人士指出，疫情之下，反亚裔浪潮愈演愈烈，戳穿了

美国“民族大熔炉”的谎言，撕开其种族主义社会的历史裂

痕。美国亚裔的生存困境无疑也是对美国鼓吹的所谓“人权”

“平等”价值观的讽刺。种族主义肆虐，未来将进一步加剧美

国社会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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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多地5月1日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上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封锁，表达

爱国情感。                         新华社发 华金·埃尔南德斯 摄

记者传真

　　俄罗斯近期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总统令应对美西方制裁。图为俄国家杜马召开会议，俄总

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表示，政府将努力使经济恢复正常状态。            人民视觉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