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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09

缺钱或发不出工资 古特雷斯：没缴会费的抓紧了！

2019年10月16日
星期三

世贸组织正式授权美国对欧盟
采取贸易报复措施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14日在
此间召开会议，同意正式授权美国根据世
贸组织对“空客补贴案”的最新裁决，对欧
盟采取贸易报复措施。

据此间消息人士介绍，欧盟在会议上
表示，虽然美国已获得授权采取报复措
施，但任何此类措施都将是“短视的”，不
仅损害全球航空业发展，而且会给全球贸
易体系带来不利影响。欧盟代表指出，世
贸组织已裁决美国仍存在对波音公司的
违规补贴行为，欧盟也将在不久后获权对
美国采取报复措施。

世贸组织本月2日裁决，由于欧盟及
其部分成员国未完全执行世贸组织争端
解决机构之前的相关裁决，仍对空客公司
进行违规补贴，美国将有权对每年约75亿
美元的欧盟输美商品和服务采取加征关
税等措施。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计划对一系列
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加征关税将于18
日生效。

美欧航空补贴争端由来已久。2004
年，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指控欧盟
向空客提供非法补贴。欧盟随后也向世贸
组织起诉美国政府向波音提供非法补贴。
世贸组织今年3月曾发布针对波音补贴案
执行情况的上诉机构报告，裁定美国仍在
违规补贴波音。根据世贸组织相关规定，
这一判决结果为欧盟未来对美实施相应
报复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 （新华社）

从古特雷斯的声明中可以看
出，129个国家今年已经缴纳了20
亿美元的会费，这些钱都花到哪
儿了？

提到联合国，很多人会想到
遍布于世界各地的维和部队，但
除此之外，联合国的工作还包含
了公卫系统建设、人道救援、协助
经济与文化发展等。

据悉，联合国的大多费用都
用在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维

和部队以及联合国难民署上，一
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等会议开销
也很大。

在联合国官网上写道，联合
国会费是联合国主要的经费及正
常预算的来源，用于支付维持联
合国机构正常运转所需要的经常
性开支。除工作人员的工资等正
常预算外，占预算绝大多数的便
是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费用。联合
国的开支主要也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正常预算经费，主要
用于联合国机构的行政开支和活
动费用等，如支付工作人员工资、
办公用品及设备的购置与维修、
通讯联络、会议服务等；第二部分
为维持和平行动经费，据联合国
数据，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
30日财政年度，联合国维持和平
行动的核定预算约为65亿美元；
另外，会员国自主捐赠的经费用
于一些活动的开展。

●联合国正面临数亿美元赤字，本月底
可能耗尽所有经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近日警告说，如果相关会员国未能“立即并全
额”缴纳联合国预算会费和各项摊款，联合国
可能于11月发生工资支付困难。他敦促相关
会员国立即并全额缴纳相关款项，以确保联
合国正常运转

●古特雷斯近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五委
员会关于2020年预算草案的会议上说，联
合国面临“十年来最严重的赤字问题”。法
新社日前援引古特雷斯的话报道，联合国将
不得不采取新的“权宜举措”，包括推迟举
行研讨会、严格控制工作人员出差次数等节
流办法

●截至10月8日，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
的129个已经全额缴纳了预算会费和各项摊
款。截至9月底，会员国支付了全部预算会费
和各项摊款的70%，低于去年同期的78%。
中国已于今年上半年足额缴纳了联合国预算
会费和各项摊款，用实际行动坚定支持联合
国事业和多边主义

“脱欧”当口
约翰逊发布
“新政”蓝图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4日前往议
会发表讲话，正式为英国议会启动新会
期。在这份由英国政府起草的讲话稿中，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借女王之口，在脱离
欧洲联盟当口发布英国“脱欧”后的“新
政”设想。

新政蓝图

作为传统，英国女王第65次走进议
会，为新会期揭幕。在讲话稿中，执政党保
守党经由女王向议会通报今后一年内打
算推进的26项提案。这些提案涉及“脱
欧”、法律事务、医疗卫生以及环境保护。
其中，“脱欧”首当其冲。

伊丽莎白二世现年93岁，当天中午前
从一公里外的白金汉宫乘坐马车前往议
会。她说：“我的政府首要任务一直是确保
英国10月31日脱离欧盟，我的政府致力于
在自由贸易和友好合作基础上与欧盟建
立新型伙伴关系。”

提案之一关联移民和出入境改革。依
照约翰逊的计划，英国2021年起将取消欧
盟成员国公民可以自由出入英国的便利。

依据提案，2021年1月开始，打算移居
英国的欧盟公民不再能自动获得居住权，
与欧盟以外国家和地区的移民一视同仁，
以同期生效的“打分制”决定去留。不过，
这一提案豁免现在居留英国的340万欧盟
居民。只是，这一提案的施行将以与欧盟
达成协议为前提，而如何“脱欧”、何时“脱
欧”迄今前景不明。

预谋选举？

在英国议会下院中，约翰逊领导的保
守党是少数党。法新社预期，无论以何种
方式“脱欧”，英国都将在今后数月重新选
举议会，因而约翰逊的提案能够获得议会
认可成为法律的可能性寥寥无几。

鉴于英国“脱欧”本周进入关键时期，
一些反对党成员批评约翰逊借女王之口，
限制议员们细究最终“脱欧”方案。他们指
认约翰逊先前为达到同一目的而试图大
幅压缩议会会期，只是那一做法没有获得
最高法院支持。

另外，英国政府说11月6日、即既定
“脱欧”期限一周后将公布首份“脱欧”后
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
说，预算案将展现“我们重塑今后经济的
计划”。

如果英国今年年底前重新选举议会
下院，而保守党失去执政党地位，新的执
政党届时需要请出女王，向议会通报下一
年的施政方略。

反对党工党财政事务发言人约翰·麦
克唐奈指认执政党的预算案只是“一个竞
选动作”。工党内政事务发言人戴安娜·阿
博特说：“女王这次讲话就是闹剧，里面只
是一份没有成本的愿望清单，而政府根本
无意、也没有办法付诸实施，最多就是一
次选举前政治广播。” （新华社）

俄罗斯外交部13日指认美国对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代表
团成员发放签证时设置障碍，同时以拖欠会费方式阻挠联合国工
作。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认为美国阻挠联合国工作的企图
十分明显。美国长期以来是拖欠联合国会费的主要国家，所欠会费
累计已经超过10亿美元。

如今，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拥有74年历史的联合国陷入“十年
来最严重的赤字问题”，甚至连下个月的工资都快发不起了，面临

“关门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急催成员国交会费，甚至考虑
出售官邸。

据《华盛顿邮报》、BBC、《每日邮报》等媒体报道，古特雷斯近日
发表声明称，联合国面临10年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10月底将面临流
动资金储备耗尽。因为会员国仅支付了2019年预算的70%，秘书处不
得不采取缩减会议和支出、延迟支付职员工资等临时措施。如果不是
想尽办法省钱，连上个月的联合国年度大会都办不成。联合国的钱都
花哪儿了？为何会工资都快发不起了？还有哪些会员国没交费呢？

联
合
国
月
底
要

关
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8日
发表声明，呼吁各个成员国支付每年
应该要缴交的会费。声明中写道：“这
个月，我们面临了十年来最严重的财
务缺口。在11月，我们可能就没有足
够的现金来支付薪资，我们的工作和
改革任务都岌岌可危。”

声明中还指出，在联合国193个
成员国中，只有129个国家如实缴纳
了他们在2019年的预算分摊额（相当
于20亿美元），阿根廷、韩国、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美国等64个国家还没付
清这一年的预算分摊额，造成14亿美
元的资金缺口。

对于成员国一直不交钱的状况，
一名不愿具名的联合国官员向法新
社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
在向各个国家催缴会费，却纷纷遭到
这些国家拒绝。

古特雷斯在声明中指出，自己
从今年1月开始就想方设法地节流，

包括职位空缺并没有招新人填补；
只有最重要的行程才会安排出差；
取消或延后联合国计划等。古特雷
斯说：“如果不是通过这些方法省
钱，我们连上个月的联合国年度大
会都办不成。”

为缺钱发愁，古特雷斯甚至还动
了卖房的念头。据《每日邮报》报道，
古特雷斯为帮助联合国克服财政困
难，想出售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
的秘书长官邸。他说：“我没有在开
玩笑，这是真事”。联合国秘书长官
邸位于曼哈顿奢华的萨顿居民区，
是一栋四层联排别墅，有一座小花
园，市场价值估计达数千万美元。但
是根据联合国与总部所在地美国签
署的协议，身为秘书长的古特雷斯并
没有售卖房产的权限。古特雷斯指
出，虽然联合国拥有许多价值连城的
资产，但它们都不能兑换成现金，无
法缓解财政困难。

64个国家没缴清会费
秘书长催了很多次都没用

为啥缺钱？

支付工资等日常行政开支 维和部队经费及难民援助等
钱花哪儿了？

目前，联合国有193个会员
国。会员要交纳会费，以维持联
合国的日常运营。不论是经济总
量、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是国际
地位，国与国之间的差别非常
大，不应该也不可能让每一个成
员国交一样的会费。联合国采取
的方式是，根据不同国家GDP占
世界GDP的比例作为交纳会员
费的比例。各会员国每年缴纳多
少会费，其实并没有固定金额，
而是按比例缴纳。每两年一次的
预算制定会议上，会费委员会根
据每个会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GNP）、人口以及支付能力等因
素确定缴纳比例。

美国一直是会费比额中占
比最高的国家，中国位居第二，
日本位居第三。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已于今年上半年足额缴纳

了联合国预算会费和各项摊款，
用实际行动坚定支持联合国事
业和多边主义。今年5月，联合国
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还特意
在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国足额缴
纳2019年会费表达感谢，并用中
文说到：“谢谢”。

在五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美国是唯一拖欠会费的国
家。自1986年开始美国就拖欠
联合国会费，是拖欠联合国会
费历史最悠久，也是金额最多
的国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承认，美国已拖欠联合国3.81亿
美元的款项和今年新增的6.74
亿美元的应付款，总额超10亿
美元。

至于美国为何迟迟不交会
费，分析称，美国在联合国不再
一手遮天，但却承担着最高比例

的会员费和维和费用，非常重视
利益的美国人一直要求联合国
改革各国会费分摊比例，还自行
减少了向联合国应该缴纳的费
用，这也就导致了联合国陷入财
政危机。

CNN认为，在64个拖欠会费
的成员国中，特朗普政府削减美
国的联合国经费预算加剧了联
合国的资金危机。在2019年的联
合国预算中，美国负担了22%的
预算分摊额，超过33亿美元。作
为193个成员国的最大捐助国，美
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向联合国施
加压力，要求他们控制开支。美
国总统特朗普不但公开质疑联
合国存在的价值，对于联合国的
财务危机，特朗普回应称，“那
么，让所有成员国付钱，而不仅
仅是美国！”

根据GNP人口等因素决定 美国会费全球最多却是“老赖”
各国咋交会费？

除美国以外，韩国、墨西哥
和以色列也是迟付会费的成员
国。韩国每年估算经费为6900
万美元；墨西哥每年估算经费
是3900万美元，以色列是1500万
美元。

对那些不缴纳或拖欠会费
的会员国，联合国并无强制权
力，只能呼吁。但根据联合国规
定，如果会员国拖欠的会费超过
前两年应缴纳会费之和，会丧失
联合国大会投票权。如果大会确
认该会员国拖欠会费的原因是
由于无法控制的情况，才准许该

会员国投票。
2016年，联合国秘书长共对

15个欠费国进行了点名，决定
取消他们的投票资格，其中有
利比亚、巴林、马里和伊朗等
国。美联社报道称，联合国刚刚
点名完，伊朗就马上补交了会
费，重新获得了投票权。但一些
政治和经济陷入窘境的国家，
虽然拖欠会费，联合国并没有
取消这些国家的投票权，比如
也门、索马里等国。

但对于恶意拖欠会费的行
为，联合国是绝不容忍的。2017

年，委内瑞拉因没有按时缴纳联
合国会费，在联合国大会丧失投
票权。2018年，5个会员国失去投
票权，它们是：玻利维亚、加蓬、
利比亚、帕劳、越南。

虽然美国目前拖欠数额巨
大，仍未超过两年应缴费用之
和，因此在联合国依然享有投票
权。对于美国拖欠会费的行为，
俄罗斯甚至在此前建议，将联合
国总部搬离美国，搬到负责任的
国家，如中国、俄罗斯，这一建议
还得到了巴基斯坦的支持。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华商报等）

欠费超过前两年应缴会费之和 会丧失联合国大会投票权
不交会费会怎样？

“海贝思”已造成日本72人死亡

强台风“海贝思”给日本造成的影响
还在持续。截至当地时间15日20时，台风
已造成72人死亡。

日媒援引日本国土交通省的统计报
道说，日本全国共有52条河中的73处堤坝
发生决堤，170处山体发生滑坡、塌方等灾
害。目前灾区正在进行紧张的搜救工作及
灾后恢复工作，尚不完全掌握全国整体受
灾情况。此外，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全
国共有5785栋民宅发生积水、被淹，停电
用户超过2万家，停水用户超过12.8万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5日在日本参议
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台风对生活
及经济活动的影响也许还将持续一段
时间。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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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
图据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