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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与美国2019年下半年联合军演20日结束。韩国媒体说，韩美今年
主要联合军演至此落幕，其余都是小型演练。

受韩美联合军演影响，朝鲜与美国之间工作层面磋商迄今没有重新启动。
不少人期待朝鲜半岛军事紧张气氛能够缓和。

军演如期结束

韩国和美国本月 5 日启动 2019
年下半年联合军演，5日至8日以危
机管理参谋训练作为预演，11 日进
入为期10天的正式演习，20日按期
结束。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韩国军方
官员20日告诉韩联社记者：“遵照计
划，我们结束本轮军演。所有演练
项目顺利完成。”

按韩方的说法，军演分为两部
分，重点检验韩方收回战时作战指
挥权情形下由韩军将领充任司令、
美军将领充任副司令所需的“初始
作战能力”。因此，韩美联军司令部
副司令崔秉赫担任司令，驻韩美军

司令罗伯特·艾布拉姆斯担任副司
令，配搭指挥本轮军演。

军演在指挥所采取计算机模拟
方式举行，不实际动用兵力和装
备。韩国军方人士披露，韩美双方
将在10月韩美军事委员会会议和安
全会议期间讨论本轮军演对“初始
作战能力”的检验结果。

上世纪 50 年代初以来，韩国军
队指挥权长期由驻韩美军掌握。韩
国 1994 年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
权，迄今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能否重启对话？

继今年3月韩美“19-1同盟”指
挥所演习以后，8月韩美军演原本拟
沿用代号“19-2同盟”，但最终弃用，
笼统称作韩美下半年联合军演。

不少人判断，韩美暂缓使用“同
盟”代号，主要是为了避免进一步刺
激朝鲜。

朝鲜长期谴责韩美联合军演是
“侵朝战争演习”。朝鲜外务省官员

11 日经由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声，敦
促韩国彻底停止这类军演，否则“北
南无法对话”。

按照朝方的说法，韩国如果认
为只要弃用“同盟”代号，“这类演习
的侵略性质就改变，或朝鲜会视而
不见，那是大错特错”。

朝美领导人去年 6 月至今年 6
月先后在新加坡、河内和板门店三
次会面，美方在新加坡会晤后宣布
暂停美韩联合军演。韩美同意终止

“关键决断”“秃鹫”和“乙支自由卫

士”三大军演，代之以小规模演习。
韩美本轮军演启动次日、即本

月6日，朝鲜外务省谴责这类军演违
背新加坡朝美共同声明及朝韩间系
列宣言精神，说在军事敌对行为持
续不断的情况下，朝方对话的动力
将逐渐消失。

韩美不顾朝鲜多次警告执意举
行军演，加剧半岛紧张局势。过去3
周，朝鲜6次试射火力打击系统，分
别在7月25日、7月31日、8月2日、8
月6日、8月10日、8月16日。

一些分析师说，朝鲜近期向美
国释放愿在韩美军演结束后重启对
话的信号。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
斯蒂芬·比根定于20日至22日访问
韩国，能否促成朝美工作层面磋商
备受关注。 新华社特稿

韩美夏季军演落幕 半岛局势备受关注

8月20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警方人员在劫持事件案发现场警戒。 新华社发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20日
电（记者赵焱 陈威华） 当地时
间 20 日清晨，一名男子在巴西里
约热内卢持枪劫持了一辆公交车，
并将车上 37 人劫为人质。之后，
巴西警方将劫持者击毙，所有人质
安全。但有消息称，此人所持“武
器”或为玩具枪。

巴西公路警察介绍说，当地时
间5时25分左右，在连接里约热内

卢和附近城市的一座大桥上，一人
自称警察持枪登上一辆公交车，并
将车上乘客劫为人质。

在与警方对峙约3小时后，劫持
者9时左右下车，随即被警方击毙。

目前劫持者作案原因尚不清
楚，但警方认为事件是策划过的
行动而非临时起意，因为劫持者
还携带了汽油，并曾威胁说要烧
毁汽车。

当地媒体援引警方人员的话报
道说，劫持者所用的可能是玩具枪。
目前警方还在对事件进行调查。

虽然最终人质安然无恙，但事
发地点为交通要道，事发时间为早
高峰，事件造成数十公里的拥堵。

近年来里约州公交车遭抢劫
事件频发，据警方统计，从2019年1
月至4月发生超过5800起公交车抢
劫事件，平均每30分钟发生一起。

巴西警方击毙一名劫持公交车男子

6月18日，在位于波兰东部卢布
林省的克拉希尼克轴承厂，有着 25
年工龄的申科夫斯基（左）与工友们
在车间工作。

克拉希尼克轴承厂位于波兰东
部卢布林省，拥有80多年历史。作为
波兰最大的轴承厂，该厂目前生产轴
承超过1500种，其用户包括奔驰、玛
莎拉蒂、雷诺等国际知名汽车品牌。

如今充满活力的克拉希尼克
轴承厂几年前还面临破产倒闭的
危险。“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
后，工厂的处境非常艰难，订单骤

减超过40%，一年后我们就到了破产
的边缘。”厂长亚辛斯基说。虽然尝
试了重组、改革等办法，但最终都收
效甚微。

厚实的家底和在轴承生产领域
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口碑，让世界各地
众多投资者伸出了橄榄枝。最终，工
厂管理层和波兰政府决定接受中国
湖北三环集团的并购意向。引进最
先进的设备、成立研发中心、拓宽销
售渠道等一系列举措让这座濒临倒
闭的老厂焕发活力。

新华社记者 陈 序 摄

中国投资重振波兰老厂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20
日说，他支持“七国集团”再度接纳
俄罗斯，变回“八国集团”。

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
时说，七国集团重新接纳俄罗斯

“非常合适”，原本就“应当是八国
集团”，“因为我们讨论的许多事情
需要与俄罗斯一起做”。

七国集团由加拿大、法国、德
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组
成，俄罗斯 1997 年加入后成为八
国集团。乌克兰危机 2014 年爆
发，7个西方国家同年拒绝参加原
定 6 月在俄罗斯举行的八国集团
峰会，转而举行七国集团峰会。

这不是特朗普首次提议七国
集团重新接纳俄罗斯。去年6月在
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前后，他

多次说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不仅
有助“磋商”事务，更能“解决”问题。

只是，七国集团一些成员国反
对俄罗斯重返；德国方面说，俄罗
斯“回归”的前提是落实旨在和平
化解乌克兰危机的明斯克协议获
得进展。

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今年七国
集团峰会24日在法国南部城市比
亚里茨召开，特朗普在峰会前几天
再次提及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如
同投下一枚“外交手榴弹”，可能在
峰会期间触发混乱状况。

一些分析师告诉媒体记者，七
国集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它有许
多事“需要俄罗斯帮忙”。

今年七国集团峰会召开以前，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19

日在法国南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
堡会晤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讨论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局势、
军备控制、气候变化等议题。

马克龙告诉媒体记者，俄罗斯
在处置国际危机方面发挥举足轻
重的作用，双方将就伊核问题、军
控和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合作。

法国多家媒体报道，马克龙在
峰会前与普京举行双边会谈，是

“把七国集团峰会变成另一种形式
的八国集团峰会”。只是，当记者问
普京如何看待八国集团峰会时，普
京回答：“八国集团已经不再存在。”

特朗普去年首次提出七国集
团应重新接纳俄罗斯后，俄罗斯总
统新闻秘书回应说，俄方更专注于其
他形式的合作。 据新华社特稿

特朗普再提七国集团重新接纳俄罗斯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记者
王晨笛 刘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
书佩斯科夫 20 日称，美国近日成功
试射一枚射程超过 500 公里的常规
陆基巡航导弹，此举表明美方早已准
备破坏《中导条约》。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此次成功试
射此前《中导条约》禁止的导弹，距离
8月2日该条约正式失效仅十几天。
美国不可能在短短几周内研制出上
述导弹，这只能说明美国破坏条约蓄
谋已久。美方此举势将引发新一轮
军备竞赛，进而对国际和地区安全形
势产生严重消极影响。

美国破坏条约蓄谋已久
据美国国防部消息，美国 18 日

试射的一枚改进型“战斧”巡航导弹
在飞行 500 多公里后击中目标。这
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首次公开
宣布试射该条约所限制的导弹。

1987 年 12 月，美国和苏联领导
人签署《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
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
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
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
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本
月2日，俄罗斯与美国先后宣布该条
约失效。

佩斯科夫20日针对美方的试射
表示，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都不足以
为这样的试验做准备，这再次证明是
美国的行为破坏了这一条约，而不是
俄罗斯。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军事评
论员、俄军退役上校巴拉涅茨认为，
即使在原有“战斧”巡航导弹的基础
上，美国也不可能在十几天的时间里
研制出上述改进型导弹，此类导弹的
研制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

美国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说，18
日的试射采用了MK-41型垂直发射

系统，但该系统不同于目前美军在罗
马尼亚部署的陆基反导系统。

一直以来，俄罗斯指控美国部署
在罗马尼亚用于反导的陆基“宙斯
盾”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
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原本是作为
海基武器研发的，一旦其部署在陆地
上，就违反了《中导条约》。

针对美军18日的试射，今日俄罗
斯通讯社报道说：“正如五角大楼刚刚
证明的那样，这些发射装置既可发射拦
截导弹，又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将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0日表

示，美方此举势将引发新一轮军备竞
赛，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
弈的过时观念，对发展军备保持克制。

俄军事专家穆拉霍夫斯基认为，
美国已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了陆
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这些系统

已经被证实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
弹。未来如果美国决定在俄罗斯周
边部署相关导弹，俄方或将发展“口
径”巡航导弹的陆基型号作为回应。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著名“中
国通”查尔斯·弗里曼（中文名傅立
民）警告称，《中导条约》失效后，美国
研发新型导弹的举动必将伴随着未
来相应导弹在亚洲和欧洲盟国的部
署，这甚至有可能引发核危机。

不过，俄罗斯仍为可能的谈判留
有余地。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
20 日重申了俄总统普京的立场，称
在美国没有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部署
陆基中程导弹系统之前，俄罗斯将单
方面坚持暂缓部署这种系统。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执行主任达
里尔·金博尔认为，在《中导条约》失
效后，即将于2021年到期的《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必将成为俄美双方谈
判的焦点。

美国破坏《中导条约》将引发军备竞赛
国际观察

8月20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意大利总理孔特（中）在参议院发表讲话后
准备离开。 新华社发

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辞职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委内瑞拉总
统尼古拉斯·马杜罗20日分别证实，
双方人员曾秘密会面。

一名记者在白宫问特朗普，美方
代表是否曾与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
社会主义党副主席迪奥斯达多·卡韦
略秘密会面，特朗普回答：“我们与各
种各样的委内瑞拉代表对话。我不
会说他们是谁。但是，我们对话的级
别非常高。”

马杜罗稍后在电视直播讲话中
说，双方代表“接触数月”，“在秘密的
地点多次秘密会面”，且今后将继续

接触。
马杜罗强调，上述会面获得他批

准。他说：“正如我寻求委内瑞拉内
部对话一样，我一直在寻找能让唐纳
德·特朗普总统倾听委内瑞拉声音的
途径。”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派成员
胡安·瓜伊多1月23日宣布自任“临
时总统”，获得美国等国家承认。马
杜罗政府随即指认美方策划“政变”，
宣布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命令美
国外交官离境。

据新华社特稿

美委总统证实双方秘密接触

据新华社塔什干8月 21日电
（记者蔡国栋）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
行 20 日表示，决定取消对本国货币
苏姆汇率波动范围的限制，允许苏姆
汇率自由浮动。

乌央行主席马马里佐·努尔穆拉
托夫在塔什干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
会上说：“现在，汇率将由买家和卖家
决定，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乌央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继
续密切监测国内外汇市场形势，利用

市场机制减轻外部冲击的影响，确保
关键宏观经济指标的平衡。

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教授阿
布卡斯莫夫说，允许苏姆汇率自由浮
动，可促进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更好地
适应外部经济形势变化，并可提高乌
经济应对负面影响的能力。

乌央行还表示，作为进一步放开
外汇市场举措的一部分，从 20 日开
始允许乌商业银行以现金方式向居
民出售外币。

乌兹别克斯坦
允许本币苏姆汇率自由浮动

据新华社洛杉矶 8月 20 日电
（记者谭晶晶）约每两年一次的“火星
合日”现象即将于9月初上演，届时火
星探测器与地球的通信将受到干扰。
为此，美国航天局计划于8月28日至
9月7日之间中断这些探测器与地球
的通信。

地球和火星都围绕太阳公转，大约
每隔26个月，地球和火星运行到太阳相
对的两侧，即太阳位于地球和火星中
间，此时从地球上看到火星完全被太阳
遮蔽，这种现象被称为“火星合日”。

今年的“火星合日”将于9月2日发
生，届时，火星、太阳、地球三者形成一
条直线。

“火星合日”在即
美中断与火星
探测器通信

据新华社东京8月21日电 据
共同社等日本媒体21日报道，日本文
部科学省将建设探测中微子的下一代

“顶级神冈探测器”，计划于2025年后
投入使用，探索宇宙起源和物质诞生
等谜团。日本科学界期待这一探测器
能再次带来诺贝尔奖级的成果。

据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确定了
在岐阜县飞騨市建设下一代中微子探
测器的方针，部分建设费用将列入下
一年度预算中。这一探测器是日本现
有“超级神冈探测器”的后继设施，也
被称为“顶级神冈探测器”。

探测器将建于飞騨市地下约650
米处，主体设施为直径74米、高约60
米的圆柱状水槽，其规模是“超级神冈
探测器”的5倍以上。

日本将建
“顶级神冈探测器”
期待再获诺奖级成果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8月21
日电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国民医
院21日说，在本月10日莫罗戈罗省油
罐车爆炸事故中死亡的人数已升至
100人。

据医院发言人介绍，连日来，在该
院接受救治的油罐车爆炸事故伤者中
又有数人因伤势过重不治，至 21 日，
事故死亡人数已达100人。

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
诉媒体，目前在该院接受救治的事故
伤者多为重度烧伤且“伤势严重”，死
亡人数或将继续增加。

10 日，一辆油罐车在莫罗戈罗省
行驶途中因躲避摩托车导致翻车，燃油
泄漏，引发附近民众哄抢。油罐车在民
众抢油时爆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坦桑尼亚油罐车
爆炸死亡100人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20日警
告，任何人只要向伊朗油轮“阿德里
安·达里亚一号”提供帮助，可能面临
美方制裁。伊朗官员同一天说，美国
在中东制造“不安全”和“不稳定”，将
这一地区变成“火药桶”。

蓬佩奥 20 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召开会议期间说，美方将采取一切手
段阻止“阿德里安·达里亚一号”驶向叙
利亚、在那里出售原油。蓬佩奥告诉媒
体记者：“我们说得很清楚，任何人只
要碰过它（油轮）、帮助它、允许它靠岸，
都面临遭受美国制裁的风险。”

“阿德里安·达里亚一号”原名“格
蕾丝一号”，装载大约 200 万桶原油，
市场价格数以百万计美元。英国海外
领地直布罗陀当局7月4日扣押这艘
油轮，指认它违反欧洲联盟制裁、向叙
利亚运送原油。 据新华社特稿

蓬佩奥对伊再施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