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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4

日经由社交媒体“推特” 确认，国

务院向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致信， 告知美方启动退

出《巴黎协定》程序。 路透社报

道， 这是美国迈出正式退出程序

第一步。

蓬佩奥在推文中吹捧美国削

减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效、推销美国

模式，指认《巴黎协定》让美国背

负“不公平的经济负担” 。

《巴黎协定》旨在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由将

近 20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2016 年

11月 4日生效。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2017

年 6月 1日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

定》， 但协定禁止任何缔约方在协

定生效起 3 年内退出，美方退出程

序 4日得以“解禁” 。

联合国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

说，联合国不久将列出美方退出协

定所需具体程序。

美国环境保护组织山岭俱乐

部执行主任迈克尔·布龙说：“特朗

普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

将被视为历史性错误。 ”

西班牙环境大臣特雷莎·里韦

拉在“推特” 写道：“我对（美国退

出）这一决定深感遗憾……这仍然

令人担忧。 ”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定于 12

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智利总统

皮涅拉 10 月 30 日宣布，智利政府

放弃举办原定分别于今年 11 月和

12 月 举 行 的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先应对国内

局势。西班牙首相府 10 月 31 日发

表新闻公报说，西班牙愿意全力配

合举办气候变化大会。

特朗普上次竞选美国总统时

承诺退出《巴黎协定》。 2020 年美

国总统选举投票日次日， 即 2020

年 11 月 4 日，退出程序全部完成。

那之前，美国将继续参加有关《巴

黎协定》技术层面的磋商。

多个环境保护团体希望支持

美国重新返回《巴黎协定》的竞选

者能够赢得 2020年总统选举。

美国生物多样性中心能源部

门主任琼·苏说：“下任美国总统将

需要立即重新加入协定，致力于迅

速、大规模的清洁能源改革。 ”

2020年总统选举民主党籍所有

主要竞选人先前承诺，如果赢得选举

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不过，分析

师看来，退群决定影响可能“持久”，

美方需要时间重获国际社会信任。

美国非营利组织世界资源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鲁·莱特说：

“尽管（退出协定）服务于特朗普

政府的政治需求，我们仍将丧失不

少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

美国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程序

将成为退出《巴黎协定》的唯一国家，完成退出需耗时一年

■新闻速递

■核心内容

美国政府 4 日正式启动退出

《巴黎协定》程序。完成退出需耗

时一年，美国将成为退出《巴黎

协定》的唯一国家。

迈第一步

又挨批评

关联选举

据新华社电 11月 5 日 01 时 43 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 49 颗北斗导航卫

星， 标志着北斗三号系统 3 颗倾斜地球

同步轨道卫星全部发射完毕。

2017年 11月 5日， 北斗三号第一、

第二颗组网卫星顺利升空、成功入轨，开

启北斗系统全球组网新时代。两年时间，

工程 7 大系统、300 多家参研参试单位、

数万名科研人员心连心、肩并肩，圆满完

成 16 次卫星发射任务， 成功将 24 颗北

斗三号组网卫星和 2 颗北斗二号备份卫

星送入预定轨道。目前，北斗三号系统建

设已进入决战决胜冲刺阶段， 后续还将

发射 6 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 全面建成

北斗全球系统。

此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

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所属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这是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17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

第49颗北斗导航卫星

成功发射第 49颗北斗导航卫星

据环球时报消息 11 月 4 日

晚，在泰国曼谷进行的第三次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领导人会议结束得比原定时间晚

了许多，这一谈了 7 年的协议面临

关键时刻。16国领导人在会后发表

联合声明称，RCEP15 个成员国已

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

市场准入谈判， 准备明年签署协

议。声明同时称，“印度有重要问题

尚未得到解决……印度的最终决

定将取决于这些问题的圆满解

决” 。印度报业托拉斯 4日报道称：

“RCEP15 国决定在没有印度的情

况下签署协议，但谈判大门依然向

印度敞开。 ”

4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回答“各方决定将RCEP签署时

间推迟至 2020年” 的问题时表示，

RCEP 是目前亚太地区规模最大、

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参与谈判

的成员包括东盟 10 国和中国、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

16个国家。 他说，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RCEP 谈判已经取得了重要进

展。 “当然，我们理解，目前的进展

同各方期待可能还存在一定差距，

但总的看，各方已原则上承诺将于

明年签署协定， 这还是令人鼓舞

的。 ” 在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抬头的背景下，各方上述决定对外

发出了东亚国家支持多边主义、支

持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

印度媒体 4 日晚迅速发布了

“印度决定不加入RCEP” 的报道。

《印度时报》等媒体称，印度总理

莫迪 4 日表示， 由于关税差异、与

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以及与关税

无关的壁垒， 印度决定不加入

RCEP。 他称，“RCEP协议的当前

形式不能完全反映 RCEP 的基本

精神和商定的指导原则” ，“印度

在核心利益方面不会做出妥协” ，

“我的良知不允许我加入RCEP” 。

一名了解相关情况的消息

人士对记者表示， 印度决定拒签

RCEP 是政府坚持 “实用主义立

场” ， 担心一旦加入造成大量外国

低价商品流入印度市场，冲击本国

产业，莫迪政府受到了国内相关行

业的较大压力。 此外，印度国内反

对党利用 RCEP 议题向政府施压，

也是印度在最后一刻拒签 RCEP

的重要原因。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 4

日报道，国大党、印共（马）、草根

国大党、达罗毗荼进步联盟等政党

领导人当天齐聚新德里，讨论经济

下行及 RCEP 谈判对印度的影响，

要求莫迪政府为“经济放缓、失业

率飙升、农业危机”等问题负责。

15国明年签协议 印度暂决定不加入RC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