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0日，大众汽车公司
位于墨西哥普埃布拉的工厂举
行仪式纪念最后版本的“甲壳
虫”汽车。
随着最后一辆“甲壳虫”汽

车10日在墨西哥驶离生产线，
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这一汽车型
号正式停产。
大众甲壳虫诞生于1938

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援引的数据显示，大众
汽车累计出产2100
万辆甲壳虫汽
车。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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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7月11日电 近

日，日本政府对出口韩国的半导

体材料加强审查与管控，导致双

边贸易摩擦持续发酵。现阶段，

韩国政府在通过外交渠道督促日

方撤回“限令”之外，也在积极谋

求对策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紧

急状况”。

此次日方限制向韩国出口的

半导体材料包括氟聚酰亚胺、抗

蚀剂和高纯度氟化氢，是智能手

机、芯片等产业中的重要原材

料。根据韩国贸易协会的数据，

韩国超过90%的氟聚酰亚胺、抗

蚀剂及40%以上的高纯度氟化氢

均从日本进口。

日方相关措施直接打击作为

韩国经济支柱的半导体产业，引

发韩方强烈关切和忧虑。三星证

券研究员黄敏成表示，日方措施

在短期内对韩国影响有限，但如

果限制措施长期化或日方扩大制

裁种类范围，韩方应对起来存在

难度。

韩国总统文在寅日前表示，

韩国政府正全力寻求外交解决方

案，并希望日方能予以回应，不要

“走入死路”，否则不仅伤害韩日

两国经济和友好关系，也会对全

球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9日，在世界贸易组织货物

贸易理事会会议上，韩方再次要

求日本撤回相关措施。同时，韩

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

楠基警告，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

并等待处理结果过程漫长，不是

唯一应对方法，韩方会根据国际

法、韩国法律坚决采取反制措

施。

不过，不少韩国专家表示，经

济反制举措应慎用。前韩国经济

研究院研究委员赵庆业说，假如

韩国限制向日本出口半导体及半

导体零部件，比起对日本经济的

影响，对韩国影响更为显著。“日

本可选择从其他国家的企业进口

零部件来替代从韩企进口。”

韩国仁荷大学国际通商学教

授郑仁教认为，目前从产业及贸

易结构上看，韩国缺乏能够有效

制约日本的手段。

另一方面，韩方也在积极寻

求扩大进口渠道、增加国内自给

率，减少在关键材料上对日依赖，

减少韩企可能蒙受的损失。10

日，文在寅在青瓦台罕见地召集

30家企业高官，共商应对日方管

控的办法。文在寅不仅称此次事

态是“史无前例的危机”，还呼吁

建立紧急应对机制。

文在寅表示，韩方将支持扩

大韩国国内相关材料产量，减少

行政许可程序，加速技术开发和

工程测试，大幅增加相关预算，加

强与中小企业合作，还将给予税

收金融扶持。

但不少韩国主流媒体表示，

韩国在努力加强核心技术和材料

研发的同时，应继续在外交层面

寻求解决纠纷的突破口，避免事

态进一步恶化。

韩国《中央日报》11日社论

说，加强材料和零部件竞争力无

可厚非，但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

分工体系中，一国不可能在所有

环节都具优势，也不可能一朝一

夕就能利用有限资源和条件补齐

短板。因此，最根本的解决对策

还是从事件根源着手，通过外交

途径解开问题症结。

韩多方面着手阻止韩日贸易摩擦持续发酵
新华社平壤7月11日电 朝鲜外务省美国研

究所政策研究室室长11日发表谈话说，韩国当局

近日准备再次从美国引进隐形战斗机的做法挑

战了朝韩军事协议，此举是使朝鲜半岛局势滑向

军事紧张边缘的危险行径，将迫使朝鲜采取回应

措施。

这名官员表示，韩国当局如不能摆脱对外来

势力的依附，北南关系的前景就毫无希望。针对

韩国引进更多“杀人武器”的做法，“朝鲜也不得

不进行特殊武器的开发与试验，以彻底摧毁这些

‘杀人武器’”。

朝鲜谴责韩国
引进美国隐形战斗机

东京奥组委7月10日表示，
已经收集、提炼完成了5000枚明
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奖牌所需的再
生金属。

此收集项目名为“都市矿山
制作！大家的奖牌！”日本政府呼
吁国民广泛参与其中，捐出不用
的旧手机和家电。收集活动从
2017年4月开始。到今年3月为
止，各地方政府收到了近8万吨捐
赠物品。此外，日本电信运营商
NTT都科摩门店共收集了620万
部手机。从所有收集到的废旧家
电中共提炼出32公斤黄金、3500
公斤银和2200公斤铜。 （新华）

东京奥运会奖牌
所需金属收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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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地铁发行大熊猫交通卡 7

月10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一名乘客使用莫斯科
地铁发行的印有中国大熊猫形象的交通卡出行。

近日，莫斯科地铁开始发售印有中国大熊猫
形象的交通卡，纪念莫斯科动物园建园155周年
和今年4月中国大熊猫“如意”和“丁丁”入住该
园。这批限量版交通卡发行量为1万张。（新华）

▲“大本钟”迎来160岁生日 7月11

日，伦敦著名地标“大本钟”迎来了自己160岁生
日。“大本钟”是为1834年大火后重建的议会大厦
特意打造，1859年完成组装开始工作。2017年8
月，“大本钟”进入了长达4年的维修期。

这是2019年3月20日在英国伦敦拍摄的大
修中的“大本钟”。 （新华）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
新掩体管理权7月10日从跨国合
资公司“诺瓦卡”移交至乌克兰政
府，并正式投入使用。切尔诺贝
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
北约110公里处。1986年4月26
日，该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
生爆炸，成为迄今人类和平利用
核能历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为防
止进一步核泄漏，苏联政府用水
泥浇筑成“石棺”，把4号反应堆
仓促封存。10多年前“石棺”开
始出现裂缝和破损，于是新掩体
建设被提上日程。新掩体建设始
于2012年，其主体部分于2016年
11月底竣工并覆盖到4号机组反
应堆的“石棺”之上。 （新华）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新掩体投入使用

英媒称，凭空制造食物可能听

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芬兰一家初

创企业开发了一种新技术，用二氧

化碳生产供人类食用的蛋白粉。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7

月8日报道，2017年，芬兰食品技

术企业太阳能食品公司作为一所

大学的附属企业成立。该公司利

用电和从空气中捕获的二氧化碳

制造出一种尝起来类似小麦粉的

物质，希望在2021年底前将这种

产品摆上货架。

这种食物50%为蛋白质，其余

则由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组成。该

公司希望把这种蛋白粉作为酸奶

等食品或像植物汉堡肉饼那样的

肉类替代品的成分推出。

这家公司的动机源于它认为

自己可以将食物生产活动与农业

和自然资源“分离”。

在这种食物的生产过程中，需

要在一个生物反应器内利用电能

将水分解为氢和氧。随后，生成的

氢被添加到二氧化碳中，形成的物

质可用于在相关发酵过程中喂养

微生物。

总部设在赫尔辛基的太阳能

食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帕西�瓦伊

尼卡说，该公司第一座规模完整的

工厂刚刚结束“前期工程”阶段，因

而得以大幅提高产量。

一大批公司正在探索各种方

法，为的是生产不含动物成分或不

依赖碳密集型农业过程和大量土

地的食品。

来自欧盟的数据显示，1990

年至2015年，农业部门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减少了20%，但仍至少占

欧盟现有总排放量的10%。

实验室培育的肉等现有的替

代性食物依赖把糖喂给微生物的

过程，但太阳能食品公司的方法用

碳代替了植物糖，这样就能确保在

整个生产过程中都无需种植农作

物和饲养牲畜。

该公司希望在2021年底前全

面建成其第一家食品厂，计划在获

得欧盟委员会的批准后每年用其

蛋白粉生产5000万份食品。

该公司当前的生产水平很低，

日产量只有1公斤，令外界质疑其

生产过程的效率。

去年，欧洲航天局邀请该公司

加入芬兰的一个企业孵化中心，并

请其就如何给未来前往火星的宇

航员制作食物出主意。 （新华）

凭空造“肉”？英媒：芬兰企业用二氧化碳制蛋白粉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0日电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0日宣布，

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

美国决定对法国政府将于11日通

过的数字服务税法案发起调查，此

举或将进一步加剧美欧经贸摩擦。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0日发

表声明说，法国政府拟征的数字服

务税涵盖的正是美国企业处于全

球领先地位的数字服务领域，新税

将“不公平”地针对美国科技公司。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声

明中说，总统已下令调查法国此项

立法的影响，“判定它是否具有歧

视性，是否不合理，是否会对美国

商业造成负担或带来限制”。

今年3月初，法国经济与财政

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提交了一份征
收数字服务税的法律草案，拟对谷

歌、亚马逊、脸书等30余家全球互

联网巨头征收数字服务税。预计

法案施行后，全球数字业务年营业

收入不低于7.5亿欧元和在法国境

内年营业收入超过2500万欧元的

企业将被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

谷歌、苹果等科技公司于20

世纪80年代末发明了一种业内俗

称“双层爱尔兰-荷兰三明治”的

避税策略，即将其在欧洲的部分营

业收入先转移到爱尔兰或荷兰等

低税率国家的分支机构再进行纳

税。根据欧盟委员会估算，互联网

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仅9.5%，远

低于传统企业约23%的平均水

平。长期以来，法国和其他一些欧

洲国家对互联网巨头利用欧盟税

法漏洞避税心存不满。

除法国外，英国、意大利、奥地

利、新西兰等国也在考虑征收数字

服务税，欧盟也在就此进行论证。

经合组织正试图找到一个国际公

认的解决方案，从而将数字服务纳

入税收框架。

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

301条款，美国对法国数字服务税启

动“301调查”后，双方将首先寻求磋

商，如果磋商不能达成一致，美国可

能会对从法国进口的产品采取加征

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表

示，“301条款”赋予美国贸易代表

广泛授权以调查和回应外国“不公

平”贸易做法；同时，美国将继续与

经合组织其他国家一道努力，达成

一项多边协议以应对全球数字经

济给国际税收体制带来的挑战。

美国对法国数字服务税发起“301调查”中国同济大学、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
学、肯尼亚斯特拉斯莫尔大学等
来自全球6个大洲的7000多所高
等院校及继续教育机构，7月10
日在纽约举行的高等教育可持续
倡议部长级会议上承诺，将致力
于实现校园“碳中和”，积极行动
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碳中和”是指将净碳排放量

降至零。此外，这些高校还承诺，
将调动更多资源开展以行动为导
向的气候变化研究和技能创新，
并加强环境和可持续性相关课程
在校园和社区的推广。 （新华）

全球7000多所高校
承诺校园碳中和

新华社巴格达7月10日电 伊拉克石油部长

萨米尔�加德班10日表示，伊拉克将通过建设原
油管道和石油平台等基础设施来拓宽石油出口

渠道，以应对地区紧张局势可能对石油出口造成

的紧急情况。

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说，伊拉

克内阁9日批准石油部提交的两个重大建设项

目：一是建立连接伊拉克南部鲁迈拉油田至约旦

亚喀巴港的输油管道；另一个是在伊拉克南部海

岸附近建立离岸原油设施，增加向大型油轮供油

能力。

面对美国制裁，伊朗多次警告说，若国家安

全受到威胁，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拉

克约四分之三的原油出口通过伊拉克巴士拉港

进入波斯湾，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其余原油出

口主要通过土耳其杰伊汉港。

伊拉克将拓宽
石油出口渠道

再见！“甲壳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