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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贩毒集团武装分子 4 日
在墨西哥北部袭击多辆汽车，致6
名儿童和 3 名妇女死亡，多人受
伤。死者为美国公民，其中大部
分同时有墨西哥国籍。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敦
促墨西哥向贩毒集团“宣战”，愿
意为邻国提供帮助。

数辆搭载平民的多功能运动
型汽车(SUV)4日中午在墨西哥北
部奇瓦瓦州和索诺拉州交界处一
条公路上遭枪手袭击。社交媒体
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一辆汽车
的残骸留在土路上，烧焦冒烟，可
以看到弹孔。

9 名 死 者 是 勒 巴 伦 家 族 成
员。死者罗妮塔·勒巴伦的家属
告诉路透社记者：“妮塔和我的 4
个孙子孙女遭焚烧并中枪。”

亲戚胡利安·勒巴伦把袭击
称为“屠杀”，说一些亲人被活活
烧死。按照胡利安的说法，一些
孩子有幸逃脱，失踪数小时后被
发现。

暂时不清楚袭击者身份。墨
西哥公共安全部部长阿方索·杜
拉索说，疑似贩毒集团武装分子
可能把这9人误认为袭击目标。

死者亲戚亚历克斯·勒巴伦
说，他们这个家族在那里生活超
过 50 年，没有人不知道；“知道是
谁发动袭击是最恐怖的事”。

墨西哥最大贩毒团伙之一锡
那罗亚集团时常在墨西哥北部活
动，勒巴伦家族在奇瓦瓦州经常

与贩毒集团冲突。
墨西哥检方正在调查一名嫌

疑人，发现可能用于袭击的数支
手枪和弹药。嫌疑人是一名男
子，在索诺拉州阿瓜普列塔落网。

就9名美国公民遇袭身亡，特
朗普敦促墨西哥向贩毒集团宣
战，并愿意提供帮助，把贩毒集团

“从地球表面抹去”。
他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

“美国做好准备、愿意并且有能力
介入，快速、高效把这事做好……
贩毒集团庞大、强大，有时你们需
要一支军队战胜一支军队！”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
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把特朗
普所说帮助视为干涉内政，予以
拒绝。他说“战争不理智，我们信
仰和平”，“最糟糕的事是发起战
争”。

美墨总统随后通电话，特朗
普说愿意协助对方“确保袭击者
受到法律制裁”。

路透社报道，美国毒品管制
局和联邦调查局已经与墨西哥方
面密切合作，以打击贩毒集团。

美国与墨西哥因为贸易、非
法移民事宜关系紧张。在国际危
机研究组织高级分析师法尔科·
恩斯特看来，特朗普的“推文”暗
示他可能就安全议题向墨西哥施
压 ，以 备 战 2020 年 美 国 总 统 选
举。“如果他火力全开，正像我们
看到针对非法移民那样，墨西哥
政府几乎不可能坚持己方立场。”

由针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的弹劾调查关键证人、美国驻欧洲联
盟大使戈登·桑德兰提供的补充证词
5 日公开。他更正先前说法，承认曾
经告知乌克兰官员，要想得到美国对
乌克兰军事援助，需要用调查特朗普
竞选对手交换。

有补充

桑德兰4日向主持弹劾调查的国
会众议院委员会提交补充证词，共 3
页，提及在波兰首都华沙一次会议间
隙给乌克兰总统顾问安德里·叶尔马
克捎口信。

他告诉叶尔马克：“美国可能不
会恢复（对乌克兰）援助，除非乌克
兰发布我们讨论数周的反腐败声
明”。

桑德兰所提反腐败声明关联美
国前副总统乔·拜登和儿子亨特。特
朗普方面指认拜登父子卷入乌克兰
腐败，7月 25日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
米尔·泽连斯基通电话时要求乌方调
查。

拜登是 2020 年总统选举民主党
籍竞选人，是特朗普的主要对手。民
主党方面指认特朗普那次通话涉嫌
滥用总统职权，不正当打压竞争对
手，继而触发众议院启动对特朗普的

弹劾调查，焦点是特朗普是否以军事
援助换取乌方调查。

与泽连斯基通话几天前，特朗普
下令冻结大约4亿美元对乌克兰军事
援助，一段时间后放行。

改说法

桑德兰补充证词与先前说法有
出入。他 10 月 17 日作证时说，没有

“想起任何参与鼓励（乌方）调查拜
登父子（的情况）”。他当时告诉调
查人员，不知道特朗普想要乌克兰
调查的贝里斯马控股公司关联亨
特。亨特曾受聘那家乌克兰天然气

企业。
就修改证词的理由，桑德兰说，

最近公开的弹劾调查证词使他“恢
复”一些记忆。那些证词来自美国驻
乌克兰临时代办威廉·泰勒和前国家
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顾问蒂姆·莫
里森。

泰勒先前作证时说，桑德兰告诉
他，乌方是否宣布启动调查将关联

“所有事”，包括军事援助。

受轻视

白宫指认桑德兰证词破坏弹劾
调查，认定他无法说明暂停发放对乌

军事援助由谁下令，所说美方要求乌
方发布反腐败声明关联发放军事援
助同样只是“猜测”。

白宫发言人斯蒂芬妮·格里沙姆
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没有做错任
何事的事实”没有改变。

如果众议院通过对特朗普的弹
劾动议，将交由参议院“审理”，以决
定是否罢免总统。

共和党掌握参议院多数议席，
对罢免特朗普兴趣不大。参议院共
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5 日说，他
对弹劾调查的结局“相当肯定”，“它
不会导致罢免，我认为那没有任何
问题”。

弹劾特朗普调查关键人物改证词

伊 朗 常 驻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IAEA)代表 5 日确认，就伊方打算向
福尔多核设施的 1044 台离心机注入
铀气，已经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并且
请这一机构派人监督。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阿里·阿克
巴尔·萨利希说，福尔多核设施6日将
生产丰度为5%的浓缩铀。如有需要，
伊朗可以将丰度提高至20%，“但现在
没必要”。

福尔多核设施位于伊朗首都德
黑兰以南 160 公里处，靠近什叶派圣
城库姆，建筑在山区掩体内，受到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护。伊朗总统
哈桑·鲁哈尼 5日宣布，6日向福尔多
核设施内 1044 台离心机注入六氟化
铀气。

福尔多核设施大小相当于一个
足球场，可以装载 3000 台离心机，现
有离心机属于第一代IR-1型。

伊朗2015年与美国、英国、法国、
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的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规定，伊朗可以利用纳坦
兹核设施的 5060 台离心机生产浓缩
铀，福尔多核设施离心机不能用于铀
浓缩、可以制造民用同位素。

伊朗大约 10 年前向国际原子能
机构通报福尔多核设施的存在。

常驻这一机构的代表卡齐姆·加
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致信国际原子

能机构，要求后者派核查员监督向福
尔多核设施离心机注入铀气的过程。

国际原子能机构拒绝回应伊朗
的最新动向。

作为联合国下属机构，国际原子
能机构人员一直监督伊朗履行伊核
协议情况，核查伊朗核设施和活动，
方式包括调阅伊朗核设施内监控视
频、派遣核查员现场检查。这一机构
今年 7 月发布报告，说伊朗浓缩铀丰
度从伊核协议要求的不超过3.67%提
高至4.5%。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尔塔
格斯说，美方“充分支持国际原子能
机构独立核查伊朗核项目，指望国际
原子能机构对任何动向发布报告”。

她说：“伊朗没有理由扩大铀浓
缩项目，不管是在福尔多，还是在其
他地方。这样做……只会加剧它的
政治和经济孤立。”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马娅·科齐扬
契奇说，欧洲联盟“担忧”伊朗最新
举措，仍然致力于维护伊核协议，但
承诺“取决于伊朗是否全面履行协
议”。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告诉媒体记者，俄方正在紧
盯事态进展，“支持维持伊核协议”。
俄方同时理解伊朗政府面对美方制
裁所承受的压力。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
亚布科夫说，俄罗斯和伊朗涉及福尔
多核设施的合作项目不会暂停。

鲁哈尼 5 日说，向福尔多核设施
离心机注入铀气是伊朗中止履行伊
核协议部分条款的第 4 步，“这第四
步，如同前三步，都可逆”。

伊朗先前承诺限制核计划，换取
国际社会解除制裁。美国 2018 年 5
月退出协议，恢复并追加对伊制裁。
作为回应，伊朗 5 月起逐步中止履行
协议部分条款。

“我们致力于与一些国家找到解
决办法，”鲁哈尼说，“今后两个月，我
们会有更多谈判。”

他说，伊方目标是“轻松地出售
石油，轻松地把（赚回的）钱带回国”。

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伊朗
专家埃莉·杰兰马耶认为，伊朗中止
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只是为了在
今后谈判中增加筹码，进而迫使西方
国家不再遏制伊朗经济，“而不是推
动制造核武器”。

布鲁金斯学会核专家鲍勃·艾因
霍恩曾经就职于美国国务院。在他
看来，向福尔多核设施离心机注入铀
气不算伊朗“放大招”，伊朗没有“采
取一些更具挑衅性的步骤，包括提高
浓缩铀丰度至20%或者停止配合国际
原子能机构”。

伊朗请IAEA查看向千余离心机注铀气

这张伊朗总统府官方网站提供的照片显示，11月5日，在伊朗德黑兰，伊朗总统鲁哈尼（中）出席活动。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日消息，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发表讲话，宣布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第

四阶段措施。

美要帮墨向贩毒集团“开战”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 5 日
报道，美国开始在叙利亚东部产
油大省代尔祖尔建设两处新军事
基地。

阿纳多卢通讯社公布美军向
那一地区调兵的视频。画面显
示，大约 300 名美军以及装甲车、
重型武器和弹药等开始向新军事
基地所在区域集结。

报道说，新基地将与美军113
保障旅部署的现有基地处于同一
区域。不过，阿纳多卢通讯社报
道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证实。

按美国官员最新说法，当前
驻留叙利亚的美军人数与美国宣
布从叙东北部边境撤军前相当，
仍在1000人左右。

这些美军主要部署于叙利亚
东部油田所在区域。叙利亚2011
年爆发内战前，日均产油大约 38
万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先前说，希望让埃克森美孚公司
等美国能源企业今后运营叙利亚
的油田。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

盖·韦尔希宁 5 日指责，任何企图
强化美国在叙“非法军事存在”的
行动均违反国际法，“不可接受”。

俄罗斯认定，美军派兵控制
叙利亚油田，是为控制这一中东
国家石油资源而采取的“土匪行
动”。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
夫罗夫说，美方打叙利亚油田的
主意“非法且狂妄”，叙利亚境内
所有石油设施均应由叙利亚政府
掌控。

土耳其上月发起“和平之泉”
军事行动，越境进入叙利亚东北
部打击得到美国扶植的叙库尔德
武装。行动开始前，特朗普宣布
从毗邻土耳其的叙北边境撤出美
军，但美方后续向叙利亚东部油
田区域增派兵力，声称旨在防止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卷土重来并
夺取对油田的控制。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
里·佩斯科夫敦促美军撤离，称

“只有受到叙利亚政府邀请的俄
军部队才算合法驻留叙利亚”。

本版稿件文图均据新华社

土媒称美军在叙利亚东部新建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