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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条约明年到期，约 10 小时会谈未取得具体成果，但就下一轮对话达成原则一致

维也纳军控对话落幕，美俄准备接着谈
■本报记者 张全
当地时间 6 月 22 日，经过约 10 小时非公
开谈判，俄罗斯与美国新一轮军控对话在维也
纳闭幕。会谈未取得具体成果，但双方就举行
下一轮对话原则上达成一致。
美俄此轮军控对话主要讨论延长将于明
年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相关问题。分
析人士认为，限于美俄在军控领域的结构性矛
盾， 双方短期内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不
大。

条约失效进入倒计时
美国军控问题特别代表比林斯利与俄罗
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 22 日在维也纳的下奥地
利宫举行对话。会谈不对媒体开放，持续了约
10 小时。据俄外交部消息，双方就《新削减战略
武器条约》延期、《中导条约》失效后保持稳定
和可预测性，以及全面对话处理国际安全领域
问题等事项进行了探讨。
比林斯利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对
话“非常积极”，双方围绕一系列核问题展开了
“详细讨论”， 但他并未提及会谈详细内容，只
表示已与俄方就进行下一轮对话达成“原则一
致”。俄罗斯外交部当晚也发表声明说，俄美军
控对话应继续进行。
这是里亚布科夫与比林斯利的首次面对
面会谈。俄美上一次战略问题谈判还要回溯到
今年 1 月中旬，地点也是奥地利。当时《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延期问题没有取得突破。之后
随着新冠疫情大流行，双方“面谈”一度中断。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 2011 年生效，
将美俄两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限制在
1550 枚以内，用于发射核弹头的发射工具数量
限制在 800 个以内。美国去年单方面退出《中
导条约》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成为俄美
间唯一有效力的军控条约，将于明年到期。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对续约态度消极。总
统特朗普曾抱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奥
巴马政府留下的一笔“糟糕的交易”，明显对俄
罗斯更有利。在华盛顿看来，由于没有涵盖短
程战术核武器和俄罗斯研制的新型运载工具，
该条约“从一开始就有缺陷”，并且严重限制了
美国的核能力。
相比之下，俄罗斯对续约态度积极，还表
示如果美方接受续约提议，可考虑在条约中纳

—奥地利维也纳下奥地利宫。
这是 6 月 22 日拍摄的美俄新一轮军控对话举行地——
入俄部分最新核武器，例如新型“萨尔马特”重
型洲际弹道导弹和“先锋”高超音速导弹等。然
而，俄方的示好并未打动美方，相反白宫还“嫌
弃”道：克里姆林宫仍未考虑将足够的武器系
—虽然在新型武器上松了
统纳入新版条约——
口， 但携带低当量核弹头的战术武器没松口，
载具也只是考虑部分纳入……
在这种僵持之下，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近
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门在其网站
上设置了条约失效的倒计时钟，希望通过“读
秒”增强各方为条约“续命”的紧迫感。俄《消息
报》写道，《条约》的命运现在取决于华盛顿。报
道援引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
萨切夫的话表示，“美国人说他们将在今年中
旬做出决定。这一时刻已经到来，现在可能会
有一些清晰信息。”

新华社发

“解扣”最大障碍何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所所长助
理赵隆表示，此次军控谈判，与两国总统的直
接推动相关。3 月底以来，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
罕见频繁通话，每次话题都离不开军控。
赵隆说，从俄方看，它想缓和与美国的关
系。 军控合作是仅存不多的改善关系的抓手，
如果能达成一致，某种程度上有助撼动美对俄
制裁的整体框架，有助重塑“易北河精神”。对
美国而言，特朗普一直想改善对俄关系，在“通
俄门”告一段落，以及美国精英界认为俄并非
美国最大威胁的背景下，特朗普也想借军控合
作试探两党反应， 说不定能在大选期间获得
“外交加分”。

但是，“普特”聊军控是一码事，实际操作
又是另一码事。俄美仍有一些难解的“结扣”。
最大障碍在于，美国无视其作为最大和最
先进的核武库国家在军控上的特殊责任，其立
场可能导致大国之间重现核军备竞赛，威胁全
球战略稳定。欧洲等美俄对抗的前沿地带会尤
其紧张。
赵隆指出，俄罗斯近年来在“非部署状态
的战略核弹头”和“部署或非部署状态的战术
核弹头” 数量方面相较美国已具明显优势，美
国试图通过发展低当量核武器等，绕过《条约》
对俄形成制衡。
在这种心理驱使下，特朗普政府之前一直
对续约问题“能拖则拖”。它认为等到自己完成
战术武器的研发和部署、 形成规模效应后，或
许能改变力量对比，届时再与俄罗斯谈“缔结
新条约”，手中的筹码就更多，有助促成一个限
制范围更大的新条约。新条约不但囊括非战略
武器等所有核武库，还希望将中国等国也纳入
其中。
但这显然打错了算盘。用美国布鲁金斯学
会军控与核不扩散倡议项目主任史蒂文·皮弗
的话来说，就是“非常不切实际”。第一，从俄美
博弈角度，美方希望限制俄罗斯的非战略核武
器， 俄罗斯则希望限制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但美国政府似乎不打算回应俄罗斯的关切。因
此两国一直各说各话。第二，从构建多边军控
体系角度，中方明确无意参加所谓“中美俄三
边军控谈判”， 认为这是美国向其他国家推卸
责任的一贯伎俩。 中方的立场也得到俄方尊
重。
“美俄的核武占世界总量的 85%，是中英
法三国核弹头部署总量的 10 倍以上， 不清楚
中国有何动机要加入谈判。” 美国军控协会执
行主任达里尔·金博尔指出。 这位专家的结论
是，特朗普政府提出上述无理要求，是一种“愤
世嫉俗的借口”，为的是故意拖延时间，让《条
约》到期。
俄《独立报》认为，俄美罕见举行军控谈
判，理应受到欢迎。但军控前景也着实堪忧：一
方面，特朗普“退约”成瘾，逃避军控等国际承
诺， 退出伊核协议、《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
约》等等，将来还不清楚会否退出《全面禁止核
试验条约》。这些都给合作前景带来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带有功利性，眼
下更是一切为连任服务，指不定哪天会出于选
情考虑，充当战略稳定的“掘墓人”。

新闻分析

“续命”还是废约？
■本报记者 张全
虽然维也纳会谈无实质成果，但是美俄
至少表达了继续谈的意愿，这是否为双方未
来的军控谈判带来一丝曙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研究中
心主任郭晓兵认为，展望接下来的美俄军控
谈判形势，美国即将迎来大选，特朗普势必
转移注意力，俄美又都受到疫情冲击，因此
恐怕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军控领域结构性、根
本性问题，也意味着其间几乎不可能达成一
份具有实质性内涵的新版条约。
在郭晓兵看来，乐观估计是，双方短暂
延长现有《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也是美
国不少民主党人士呼吁的， 延长期限小于 5
年），在确保不出现战略稳定“真空期”的前
提下，另行商议一项新条约。悲观估计是，俄
美间唯一有效力的军控“支柱”崩塌，为全球
核军备竞赛打开大门。
郭晓兵说，美国对续约的态度相比以往
略有变化——
—起初态度消极，但最近美国国
内对全球战略稳定问题关注度上升，尤其在
美国发布《2020 年军控遵约报告》、俄签署新
版核威慑政策之后。美国舆论认为，如果废
约， 意味着美俄间没有任何双边军控条约，
这对美方未必是好事，因为将难以掌握俄军
事动态，难以约束俄军事研发。此外，美国马
里兰大学最近一项民调也显示，80%的美国
受访民众赞成延长《条约》，并对美国现有核
武库愈发持怀疑态度。在此背景下，短暂延
长《条约》不失为权宜之计，通过“加时赛”把
涉及新条约的复杂事项留待日后解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所所长
助理赵隆认为，美俄军控谈判形势会受到美
国大选影响。俄罗斯深知中美俄三边军控无
法推动，故而发起核五国峰会，希望利用这
个平台谈论军控问题， 得到特朗普支持。接
下来如果特朗普选情顺利，那么或许能达成
阶段性协议。反之，特朗普会想方设法拿俄
罗斯、中国说事，会更倾向于“索要”双边和
三边协议。

“绿卡”冻结令延期，收紧非移民工作签证，称将为美国腾出 50 多万个岗位

苹果将弃用英特尔芯片

为竞选连任攒筹码，特朗普又拿签证开刀

拟两年内实现，结束近 15 年依赖

■本报记者 裘雯涵
暂停发放部分“绿卡”（永久居留许可）2 个
月后， 特朗普政府 6 月 22 日宣布该措施将延
续至今年年底，并且“冻结”范围还将扩大至部
分种类非移民工作签证，包括科技企业和跨国
公司广泛使用的 H-1B 签证等。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 22 日发布的公告

称， 美国将从 24 日 12 时 01 分起至今年底暂
停发放技术专业领域的 H-1B 签证、大多数非
农业季节性工人所持的 H-2B 签证、短期文化
交流的 J-1 签证、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
企业人员的 L-1 签证等。这项最新政策适用于
公告生效之时不在美国、无有效非移民签证以
及除签证外没有准许其赴美和入境官方旅行
文件的外国人。

不过，食品加工行业从业者、协助抗疫的
医疗工作者仍将被排除在绿卡“冻结”范围外，
但范围将进一步缩小。
特朗普政府称，此举将为美国人腾出 52.5
万个工作岗位， 遏制因疫情导致的高失业率。
不过，企业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将损
害美国经济。
限制外国移民是特朗普 2016 年竞选期间

作出的关键承诺之一。自 2017 年 1 月上任以来，
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强硬的移民限制措施，
招致广泛争议。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特朗普政府
以国家安全为由，接连发布针对多国多地的旅行
禁令，还实施针对多国的移民签证限制。
评论人士认为， 特朗普试图在 11 月总统选
举前安抚反移民强硬派，以便在大选前进一步巩
固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苹果公司 6 月 22 日称，将
结束对英特尔公司芯片近 15 年的依赖，两年内实现
绝大多数 Mac 笔记本和台式机改装苹果自研芯片。
苹果手机和 iPad 平板电脑已使用苹果自研芯
片， 但芯片采用英国安谋控股公司的核心指令集。
路透社报道，苹果电脑改用自研芯片，为苹果手机
和 iPad 的第三方软件开发商打开一片新市场。
《卫报》报道，鉴于微软和苹果都要改用自研芯
片，另一巨头谷歌据传也在研发芯片，英特尔在电
脑芯片市场的主导地位面临遭严重侵蚀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