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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者赵嫣 闫
洁 朱东阳）美国在以往已经对俄罗斯多次
实施制裁的基础上，8日又突然宣布，因今
年3月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在英国中
毒事件，美国将对俄实施进一步制裁。俄
外交部回应，将根据美新一轮制裁研究对
等回应措施。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制裁恰逢俄美关
系在领导人会晤后向好之时，是美对俄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延续。俄方应对
的主要方向将是避免能源出口受限，预料
两国制裁与反制裁斗争将再次升级。

【新闻事实】
美国对俄实施的新制裁措施将于8月

22 日前后生效。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
国国务院高官披露，此次制裁将分两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包括禁止向俄出口涉及国
家安全、需加以管控并获联邦政府批准的
敏感技术和产品。太空飞行活动、政府间
太空合作、商业航空乘客安全等领域将按

“具体项目具体分析”原则对待。
若俄不配合美方的相关要求，美将在

第一阶段制裁执行3个月后发起第二阶段制
裁，包括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向俄方实体提供
贷款、全面禁止美国对俄出口等。这些措施
可能冲击俄罗斯所有国营企业。受制裁消
息影响，俄罗斯股市和汇市剧烈波动。

针对美国突然实施的新制裁，俄方强
硬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日说，
美国以俄涉嫌使用生化武器为借口对俄
实施制裁“毫无依据”，而美国政府还声称
将努力改善俄美关系，是“赤裸裸的伪
善”。俄方将基于美方将实施的制裁研究
对等回应措施。

【深度分析】
俄专家认为，美国此轮制裁规模庞

大，可能对俄罗斯多个经济部门造成冲
击。其中，俄方最担忧的是能源出口受
限，但俄有办法避免能源出口受到根本性
影响。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经济学系教授
奥列格·维尤金表示，美方制裁可能促使
俄能源公司将美元交易业务由国有银行
转出，例如来自欧洲的石油款项由欧洲银

行打入未列入制裁名单的俄罗斯非国有
银行，而欧洲银行并不受美国制裁限制。

俄罗斯银行界专业人士瓦列里·皮文
认为，现代银行体系中有多种方式可用于
回避美国制裁，欧洲也可能推动俄欧能源
贸易转用欧元以避免制裁风险。

在反制方面，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
尽管态度强硬，但手中的牌并不多，在此
轮制裁措施中被美方刻意回避的太空合
作领域是可能的选项之一。

2011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运
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全部“仰仗”俄罗斯
飞船。美正大力发展商业载人航天改变
这一窘境，但商业载人飞船首飞时间一再
推迟。

【第一评论】
一言不合就制裁，这种做法几乎成了

美国外交工具箱的首选“刀具”。各国之
间有分歧很正常，关键是要通过理性对
话，有理说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行事。

此番制裁发生在俄美领导人赫尔辛
基会晤后不久，俄美关系正呈现向好之
势，似乎出乎意料。但去年7月德国汉堡
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两国领导人会晤后，
美国即出台大规模对俄制裁措施，与此次
的“剧本”如出一辙。究其根源，仍是美方
对俄罗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延续。

对于美方这一行事规则，俄方心知肚
明，因此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的

“二次会晤”等建议一直反应平淡。
【背景链接】
今年3月4日，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

尔及其女儿在英国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
市街头一张长椅上昏迷不醒。英国警方
说，两人中了神经毒剂。英国政府称俄罗
斯“极有可能与此事有关”。俄罗斯对此
坚决否认，认为英国的指控意在抹黑。

美方本月6日认定，俄方“违反国际法
使用生化武器或针对本国公民使用致命
生化武器”。

美国财政部以俄方有“恶意行为”为
由，今年3月和4月两次施加制裁，涉及多
名俄政府高官和经济界人士以及多家俄
罗斯实体。

韩国统一部 9 日证实，朝韩
定于13日举行高级别会谈，回顾

《板门店宣言》执行情况、磋商两
国首脑再次会晤筹备事宜。韩国
联合通讯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
寅可能借韩朝首脑今秋再会契机
斡旋，为加快落实美朝领导人新
加坡会晤成果提供助力。

统一部 9 日说，朝方当天上
午提议 13 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
统一阁举行高级别会谈，韩方当
天回信同意。韩方代表团将由统
一部长官赵明均率队。统一部新
闻公告说：“通过即将举行的高级

别会谈，双方将深入讨论强化落
实板门店宣言的办法，就成功举
办韩朝首脑会晤交换意见。”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韩
国总统文在寅4月27日在板门店
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会晤，签
署《板门店宣言》，达成多项共识，
包括承诺停止敌对行动、建立互
信、致力于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确
认实现无核化目标。按韩联社的
说法，双方首脑已经承诺今秋在
朝鲜首都平壤再次会晤。

韩朝双方今年举办了三场高
级别会谈，分别在 1 月初、3 月底

和 6 月初。韩联社报道，除上述
两项议题，第四场高级别会谈还
有望商议由金正恩所提在韩国首
都首尔举办朝韩秋季联合演出和
朝韩统一篮球赛的日程。

法新社报道，文在寅和金正
恩今秋再会将聚焦正式结束朝鲜
战争。这将是文在寅和金正恩第
三次会晤。5 月 26 日，两人在板
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第二次会
晤，就履行《板门店宣言》、实现朝
鲜半岛无核化和地区和平稳定繁
荣等议题交换意见。

新华社特稿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前干
事长石破茂10日举行记者会，正
式宣布参加下月自民党总裁选
举。日本媒体认为，石破是首相安
倍晋三寻求连任的最有力劲敌，两
人预计将上演“一对一”决战。

石破在9日举行的派系会议
上表明参选意愿。他说：“总裁选
举就是首相选举。必须努力使党
员和国民理解我对宪法、安保、经
济政策和党的运营有怎样的想
法，与其他参选人有什么不同。”

石破原打算在安倍7月22日

宣布参选后正式加入选战。安倍
因为日本部分地区遭受暴雨灾害
而推迟表态，石破不得不更改计
划。

日本媒体推测，安倍11日将
在家乡山口县举行的“总裁选举
总誓师大会”上表明参选意向。
次日，他将在山口县下关市发表
演讲，宣传“安倍经济学”和外交
等方面主张。他可能8月下旬正
式宣布参选。

其他潜在人选中，自民党政
策调查会长岸田文雄宣布不参加

竞选、支持安倍；总务大臣野田圣
子虽然明确宣布参选，但没有确
保参选所需 20 名推荐人的支
持。由此，这场选举预计将成为
安倍与石破之间的较量。

自民党下属 7 个主要派系
中，已有5个派系明确支持安倍，
包括细田派、麻生派、二阶派、岸田
派和石原派。石破获得他领导的
石破派以及部分无派系党员支
持。另一派系竹下派部分成员支
持安倍，另一部分支持石破。

新华社特稿

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哈立
德·法利赫9日说，这一中东石油
出口大国与加拿大围绕“维权人
士”的争端不会影响对加石油供
应，承诺石油出口不受政治因素
影响。

法利赫9日发表声明说：“沙
特与加拿大当下的外交危机不会
以任何方式，影响沙特阿美公司
与加拿大客户的关系。”沙特阿美
公司是全球最大石油企业之一，
为国有企业。

法利赫强调，沙特坚持“稳定
且长期的政策”，确保石油供应不

受政治因素影响。
加拿大外交部3日对沙特逮

捕“维权人士”表达“严重忧虑”，
要求立即放人。沙特认定加方干
涉内政，6日宣布驱逐加拿大驻沙
特大使，并且暂停与加拿大之间
全部新的贸易和投资。沙特同时
中止由政府资助的在加教育和医
疗项目。

英国《金融时报》8日报道，沙特
中央银行和国家养老基金已下令海
外资产运营经理出售在加资产。

隶属沙特文化和新闻部的国
际通信中心8日晚些时候在社交

媒体“推特”上写道：“沙特政府、
中央银行或国家养老基金没有发
布任何有关出售在加资产的指
示。”不过，这条推文不久后遭删
除，国际通信中心没有解释或回
应删除原因。

加拿大政府人士7日说，加方
打算寻求第三国帮助“说和”。只
是，沙特外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
8日拒绝任何调解努力，要求加方

“弥补自己的大错”。朱拜尔说，沙
特考虑对加拿大采取更多措施，
但没有作进一步说明。

新华社特稿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9日在五角大
楼宣布，创建美国第六军种“太空军”的时
刻“已经到来”。美国国防部将在2020年
前、即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建
成“太空军”。

五角大楼当天晚些时候发布的评估
报告说，创建“太空军”包括设立“太空司
令部”“太空作战部队”“太空开发局”并搭
建相应的支撑架构。

【四步走】
据美国国防部网站9日消息，彭斯当

天在五角大楼发表演讲时说，“组建‘美国
太空军’的时刻已经到来”，新军种将与美
国另五大军种地位平等。

美国现有五大军种分别是陆军、空
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

美国总统特朗普 6 月 18 日下令国防
部组建“太空军”。国防部随后就必要建
军过程作为期7周的评估并于9日发布报
告。

报告认为，应分四步建立“太空军”。
首先，创建新的战区司令部“太空司令
部”，“统一指挥、控制”美国“太空军”行
动，“制定太空作战规则、战术、技巧和程
序”。其次，创建“太空作战部队”，由专职
太空区域联合作战的精英组成。第三，创
建新的联合机构“太空开发局”，确保“太
空军”拥有“尖端作战能力”。最后，为组
建和发展“太空军”划分职责，包括新任命
一名国防部助理部长。

路透社报道，五角大楼计划今年年底
前设立“太空司令部”，最初由现在隶属空
军的太空司令部司令掌管。

彭斯在演讲中呼吁国会批准组建“太
空军”，今后5年内为提升美军太空安全系

统拨款80亿美元。他说，特朗普政府将在
明年2月提交的预算案中要求国会“整合
资源”；白宫将与国会在明年年底前经由
国防授权法案确立“太空军”法定权限。

【被逼的？】
美联社报道，彭斯把美国组建“太空

军”表述为回应对手的潜在威胁。他说，
美国的敌人多年来“研发武器，从地面发
动电子攻击以撞击、蒙蔽或关闭我们的导
航和通信卫星”，他们“已把太空转变成作
战区域”，“美国不会在面对挑战时退缩”。

美国上一次组建新军种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即空军1947年组建时。
组建新军种需要建立多层官方体制，确定
多名军方和文职领导、制服、装备及相应
的配套系统等。不少军方领导人、专家和
国会议员一直质疑这一过程成本高、有些
官僚主义，是不必要的形象工程，因为相
关职责已由美国空军等部门承担。

美军现有大部分太空力量由总部位
于科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的空军太
空司令部指挥。空军太空司令部现有大
约 3.8 万名人员，负责操控全球定位系统
等185个卫星系统，指挥空军网络战。

路透社报道，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比
尔·纳尔逊认为组建“太空军”会“让空军
支离破碎”。另一名民主党籍参议员伯
尼·桑德斯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与其“花费
数以十亿计美元将太空军事化”，政府不
如首先确保民众的医疗保险。

美国前宇航员、退役海军上校马克·
凯利说：“在原本相当官僚化的国防部再
建立一整套官僚体系没有意义。”法新社
评述，创建“太空军”可能成为一个政治难
题。 新华社特稿

朝韩高级别会谈筹备首脑再会朝韩高级别会谈筹备首脑再会

美俄制裁与反制裁斗争升级

特朗普要在任期内建成太空军特朗普要在任期内建成太空军
8月9日，在日本东京，铃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铃木俊宏（右二）在新闻发布会上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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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路透

日本三家车企承认车辆质检存在问题

安倍劲敌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安倍劲敌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沙特承诺不给加拿大沙特承诺不给加拿大““断油断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