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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对俄发难 美国意欲何为
新华社华盛顿8月8日电 美
国国务院8日下午突然宣布，因今
年3月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
在英国中毒事件，美国将对俄实
施制裁。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此
时重提旧事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很大程度上是总统特朗普迫于国
内“通俄门”调查压力采取的举
措，意在争取民心帮助共和党赢
得中期选举。此举将令刚刚释放
出积极信号的美俄关系再次恶
化，两国关系短期内难以转圜。

美国“痛下狠手”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8
日发表声明称，斯克里帕尔及其
女儿在英国受到“‘诺维乔克’神
经毒剂”袭击后，“美国8月6日认
定俄罗斯联邦政府违反国际法使
用了生化武器或对其国民使用了

致命生化武器”。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8日的电
话吹风会上说，此次制裁将分两
阶段进行，其中第一阶段制裁将
可能导致相关企业无法获准向俄
出售涉及敏感国家安全问题的商
品。若俄罗斯拒不提供未来不再
违反国际法使用生化武器的“可
信保证”并同意联合国相关机构
对俄方行动进行“现场核验”，美
国将在本轮制裁开始执行3个月
后发起第二阶段更为严厉的制
裁。美媒报道称，第二阶段制裁
将包括两国降低外交关系级别、
俄航航班不得赴美、双边进出口
贸易全部中止等。
美方官员称，此次美国的制裁
规模将非常庞大，几乎所有的俄罗
斯国有企业都将受到影响，涉及的
交易金额将可能达到上亿美元，制
裁将大大打击俄罗斯经济。

缘何突然“出招”

特朗普和俄总统普京7月刚
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晤，释
放出积极信号。美方却在不久后
就突然以5个月前的斯克里帕尔
中毒事件为由对俄实施制裁，令
人感到意外。
事实上，美国国会3月就已正
式要求特朗普政府认定俄罗斯是
否在上述事件中违反了国际法。
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政府本应在
国会提出要求后的两个月内作出
认定，但特朗普政府却迟迟没有
动静，其“拖沓”表现还被国会两
党狠批。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
政府此时“出招”更多是迫于国内
“通俄门”调查的压力。有分析指
出，美国情报界已认定俄罗斯干
涉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但特

朗普本人一直不愿承认，还曾表
示他找不到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
的理由。此番言论震动美国政
界，特朗普后来表示此话为“口
误”。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希望
借此次制裁对“口误”事件“消
毒”，以此回应外界有关特朗普对
普京“态度软弱”的批评，以免冲
击11月中期选举选情。

关系将走向何方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特朗普
政府宣布对俄制裁的当天，美方
又公布了特朗普致信普京的消
息。此前随美国国会代表团访俄
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德 保罗8日宣
布，他已向俄罗斯政府转交了特
朗普的信件，特朗普在信中强调
了美俄在反恐、议会间对话等方
面进一步接触的重要性，并提议
恢复美俄文化交流。他还说，代

表团已邀请俄议员访问华盛顿。
白宫晚些时候也发表声明，确认
委托保罗向普京转交信件。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
主任丹 马哈菲认为，美国的举动
体现了特朗普软硬兼施的“交易
艺术”。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华
盛顿方面对莫斯科“又打又拉”，
但鉴于此次制裁对俄经济影响重
大，而且俄方也不太可能答应美
方提出的条件，两国关系短期内
将难以得到转圜。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兼职高级
研究员威廉 考特尼说，美国不一
定非要和俄罗斯改善关系才能满
足自己的利益。在双方可以取得
共赢的领域和俄罗斯保持合作，
另一方面提高俄罗斯“恶意行动”
的成本，这本就是美国乃至西方
对待俄罗斯的一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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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公益基金会
斥资千万美元
助非洲青年创业

马云公益基金会8月8日在
南非约翰内斯堡宣布出资1000万
美元成立“马云非洲青年创业基
金”，希望以此创造更多就业岗
位，帮助非洲年轻人实现梦想。
马云公益基金会计划从2019
年起，连续10年，每年举办一届非
洲青年创业者选拔赛，每届评选
10位优秀青年创业者，他们将共
享100万美元奖金，并获得相关的
业务培训及后续项目支持。
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阿
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宣
布这一决定时强调：“ 同为企业
家，我深知在创业初期获得帮助
的重要性。这一奖项表明了我们
对非洲年轻企业家的支持。”
马云一直致力于帮助非洲年
轻人创业。迄今，阿里巴巴已经成
功举办了两期面向非洲青年的互
联网创业者计划培训班。有52名
非洲创业者把在阿里巴巴学到的
数字经济“中国经验”播种到非洲
的土地上，促进非洲的互联网经济
发展。
（新华）
日本三家车企承认
车辆质检存在问题

继日产汽车7月被曝在整车
尾气和燃效测定试验中存在篡
改测定值的违规行为后，铃木、
雅马哈发动机和马自达三家公
司9日下午先后召开发布会，承
认存在类似问题。
日产违规行为被曝光后，日
本国土交通省责成其他车企自
查是否存在类似违规。
日本大车企近年来频频被
曝在检测过程中存在不正当行
为。三菱汽车和铃木汽车 2016
年被曝篡改燃效数据。日产汽
车和斯巴鲁公司2017年被曝使
用无资质检验员进行车辆出厂
检验。加上此次发现的问题，势
必降低消费者对日本车企的信
心。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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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府宣布
韩朝高级别会谈下周举行

新华社首尔8月9日电 韩国统一部9日宣布，
韩朝双方将于本月13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统一阁
举行高级别会谈，磋商《板门店宣言》履行方案。
韩国统一部发布消息说，朝方当天上午向韩
方提议于13日举行高级别会谈，检视《板门店宣
言》履行情况，磋商韩朝领导人会晤筹备工作及
相关问题，韩方接受这一提议。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将作为首席代表，率
团参加此次高级别会谈，并通过这次会谈与朝方
深入商讨促进《板门店宣言》履行的方案，及举行
韩朝领导人会晤需讨论的事宜。
沙特称与加拿大外交风波
没有调解余地

新华社利雅得8月8日电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
臣朱拜尔8日说，沙特与加拿大之间的外交风波没
有调解余地，沙特正考虑对加采取进一步措施。
朱拜尔在当天于利雅得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除非加拿大收回此前的言论，否则沙特不会接受
和解，沙特还可能对加拿大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加拿大外交部3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
对沙特此前逮捕“维权人士”表达“严重忧虑”，
“敦促沙特当局立即释放”这些人。
沙特外交部6日凌晨发表声明，指责加拿大干
涉其内政，要求加拿大驻沙特大使24小时内离境，
并召回沙特驻加拿大大使。声明说，沙特政府决
定冻结同加拿大所有新的商业和投资交易。沙特
同时宣布转走在加的沙特公费留学生，撤走在加
就医的沙特人，沙特航空宣布停飞加拿大航线。
德国和西班牙
签署移民遣返协议

新华社柏林8月8日电 德国内政部发言人
彼得曼8日说，德国和西班牙已于6日签署协议，
德国将把已在西班牙注册并寻求庇护的移民遣
返回西班牙。
彼得曼说，根据这项将于11日生效的协议，
如果已在西班牙注册并申请庇护的移民在进入
德国边境后被发现，德国可将其在48小时之内遣
返。西班牙没有要求德国给予相应的补偿。
自从意大利收紧移民政策后，西班牙已成为
非洲移民进入欧洲的主要门户。受西班牙首相
桑切斯邀请，默克尔即将访问西班牙，移民问题
仍将是会谈的重点。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
武装派别宣布停火

印尼龙目岛地震死亡人数升至 259 人
新华社雅加达 8月 9日电
印度尼西亚抗灾署9日说，印尼
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5日发生
的 7.0级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
259人。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
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截
至雅加达时间9日17时（北京时
间18时），地震造成8万多座房

屋和公共建筑物被损坏，27万余
名当地居民被迫撤离，另有1033
名重伤者正在当地医疗机构接
受治疗。
苏托波说，据估计，仍有大
量人员被埋在废墟下，随着搜救
工作继续进行，伤亡人数预计会
进一步增加。
苏托波说，目前已有21台大

型机械设备进入灾区参与救援，
由印尼抗灾署、军警、国家搜救中
心、印尼国内外救援医疗机构和
志愿者等组成的救援队正全力搜
寻幸存者。他还说，5日的地震
后，印尼地震监测部门记录到震
中附近共发生362次大小余震。
9日下午，龙目岛北部发生
6.2级地震，印尼抗灾署说，此次

地震造成2人死亡、24人受伤，多
座建筑物被损坏。
中国驻巴厘岛首府登巴萨
总领馆9日下午发布声明说，此
次6.2级地震发生后，总领馆已
向各方了解情况，目前暂无中国
公民伤亡报告。总领馆提醒中
国公民密切关注地震等自然灾
害预警，确保人身安全。

中国向印尼地震灾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新华社雅加达8月8日电 中
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8日在雅
加达向印尼红十字会移交中方人
道主义救援物资与现汇，以协助
印尼政府做好龙目岛地震灾区救
援工作，帮助灾区民众渡过难关。
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当天在
捐赠仪式上说，为表达中国政府与

人民的深厚情谊，中国大使馆代表
中国政府通过印尼红十字会向震
区灾民提供2000顶帐篷、2000张
地垫、5000条毛毯等灾区急需的
物资。他同时向印尼红十字会转
交了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10万美
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
肖千表示，在此次地震中，也

有四十多名中国游客受困。在中
国和印尼双方共同努力下，全部
中国游客已顺利撤离至安全地
区。肖千对印尼方给予的帮助表
示感谢。他同时表示，中方愿根
据印尼方的需要在灾区重建方面
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印尼红十字会执行主席吉南

亚尔 卡塔萨斯米塔感谢中方第
一时间伸出援手。他说，中国是
首个通过双边渠道向龙目岛地震
灾区提供紧急援助的国家，这充
分体现了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深
厚的传统友谊。印尼红十字会希
望进一步同中方探讨开展灾害应
对及灾区重建等领域的合作。

8月9日，在加沙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成员在以色列轰炸过后的废墟中查看。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派别9日宣布与以色
列停火，表示本轮冲突从武装派别这一方已经结
束，停火能否实现取决于以色列下一步的行为。
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说，巴总统阿
巴斯正与国际社会有关各方进行紧密联系，呼吁
国际社会紧急介入，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
“升级行动”，避免为地区带来更大破坏和不稳
定。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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