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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集团成员国外交部长与欧洲联
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16日就沙特
阿拉伯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在土耳其“失
踪”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沙特作“透明、可
信”调查，追究涉事人员责任。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继续维护沙
特，指责一些舆论对沙特作“有罪推定”。

国际加压国际加压
这份由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加拿大发

出的联合声明说：“我们仍然为知名沙特籍
记者贾迈勒·卡舒吉的失踪感到困扰。对他
的失踪负有责任的人必须受到司法追究。”
声明鼓励土耳其与沙特合作，期待沙特“践
行承诺，作彻底、可信、透明和及时的调查”。

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
大、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七个工业化发达
国家组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
拉加德同一天宣布推迟访问中东。她原
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停留，出席定于23日
至25日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沙特政府有意把这场论坛打造成“沙
漠达沃斯”，因卡舒吉事件受到抵制。多家
外国媒体和企业代表取消赴会行程，包括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福特汽车公司、优步公
司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消费者新闻
与商业频道、《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
报》等媒体合作伙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拉加德推迟
访问消息时没有解释原因，外界认为关联
卡舒吉事件。拉加德13日说，不打算改变
访问沙特的计划。

卡舒吉现年59岁，为美国《华盛顿邮
报》等媒体撰写专栏文章，曾多次撰文批
判沙特政府内外政策。他 10 月 2 日进入
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领事馆办理
结婚手续后“失踪”。土耳其方面认定他
在领馆内遇害，而沙特政府说卡舒吉当天
离开领馆，但没有提供证据。

坚持辩护坚持辩护
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

友。就卡舒吉事件，美国政府、尤其是总
统特朗普有意维护沙特政府。

特朗普16日在白宫接受美联社采访，

将卡舒吉“失踪”类比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
法官人选布雷特·卡瓦诺遭受性侵指认、险
些无法获得批准，指责一些国际舆论在没
有找到切实证据前对沙特作“有罪推定”。

“我觉得我们必须先调查清楚发生了
什么事。现在又是事先推定有罪，直到发
现证据显示对方没有罪。我不喜欢这
样。我们刚刚让卡瓦诺法官遭遇这种事，
据我所知，他自始至终都无辜。”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卡舒吉事件发生
以来，这是特朗普公开为沙特辩护时措辞
最强硬的一次。

这名共和党籍总统的态度明显异于美
国其他传统盟友，立场有别于一些批评沙
特的共和党籍资深国会议员。特朗普先前
明言不会取消对沙特军售，缘由是沙特是
美国军火最大买家，制裁会伤害美国经济。

希望希望““灭火灭火””
特朗普接受美联社采访前，与沙特国

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和王储穆
罕默德·本·萨勒曼先后通电话。他随后
在社交媒体上说，两人否认对卡舒吉的遭
遇知情，而他本人猜测卡舒吉“或许”遭

“流氓杀手”自作主张杀害。
受特朗普派遣，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

奥16日飞抵利雅得，与萨勒曼国王和穆罕
默德王储会面。蓬佩奥17日说，沙特国王
和王储“坚决否认对卡舒吉在沙特领馆内
的遭遇知情”。西方媒体解读，这一声明没
有直接否认“卡舒吉可能在领馆遇害”。

蓬佩奥和特朗普说，穆罕默德王储告
诉他们，沙特政府已经启动并将“快速扩
大”调查，把导致卡舒吉“失踪”的人绳之
以法，“即使牵涉沙特高层领导人或高级
官员”。

蓬佩奥17日赴土耳其，与土耳其外交
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会晤。土耳其
媒体报道，土方搜查沙特领事馆后发现一
些指向卡舒吉在领馆内遇害的证据，准备
继续搜查总领事穆罕默德·奥泰比的官
邸。后者16日返回利雅得。

特朗普说，他希望沙特对卡舒吉事件
的调查“能在不足一周内结束”。

新华社特稿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
卢16日说，调查人员当天将继续搜查沙特
阿拉伯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的领事馆
及领事官邸，以调查沙特籍记者贾迈勒·
卡舒吉“失踪”一事。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同
一天暗示，领事馆部分区域近来遭“粉刷”。

扩搜查扩搜查
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说，调

查人员 16 日将继续搜查沙特领事馆，搜
查范围扩大至沙特领事官邸和领事馆车
辆。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
切莱特16日呼吁，应立即、完全“撤销”可
能涉事领事官员的外交豁免权。

根据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领事官员犯有“行使领事职能以外”的不
法行为时可予逮捕。

土耳其调查人员早些时候进入卡舒
吉“失踪”前最后现身地点、即沙特驻伊斯
坦布尔领事馆，作历时9个多小时搜查，带
走一些样本。

土耳其私营电视台NTV报道样本向
调查人员提供“某些证据”，但没有加以解
释。

卡舒吉的亲属15日晚发布声明，呼吁
设立公正、独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查清
卡舒吉“失踪”真相。

卡舒吉现年59岁，为美国《华盛顿邮

报》等多家媒体供稿，近年来异议沙特内外
政策。他的土耳其未婚妻说，卡舒吉本月2
日进入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办理
结婚手续，“再也没有出来”。

寻痕迹寻痕迹
针对沙特领事馆的首次搜查结束后，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6日说，调查人员正
在领事馆内查找一些特定物质，包括“有毒
物质”以及某些痕迹是否遭“粉刷”掩盖。

美联社报道，埃尔多安暗示领事馆部
分区域近来遭“粉刷”。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早些时候报道，土
耳其总检察院一名消息人士说，土耳其方
面“找到证据、可以支持”卡舒吉遇害的怀
疑，同时发现“灭迹”证据。

按照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指示，美
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16日抵达沙特首都
利雅得，与沙特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
勒-阿齐兹会面，讨论卡舒吉“失踪”事
件。他重申美方对卡舒吉事件的关切，表
示应尽快查明这一事件的真相。

路透社报道，蓬佩奥随后可能前往土
耳其。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说，蓬
佩奥将把事件信息传递给土耳其。

特朗普15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
说他与萨勒曼讨论卡舒吉事件，后者否认
了解卡舒吉“任何可能的遭遇”。特朗普
随后派蓬佩奥“立即”面见萨勒曼。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电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16日说，发动9月阿瓦士阅兵仪
式恐怖袭击的主谋已经毙命。

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说，
“抵抗力量”当天上午在伊拉克迪
亚拉省境内实施突袭，击毙名为
阿布·扎哈的男子和另外四名“恐
怖分子”。

伊朗官方通常以“抵抗力量”
指代伊朗所支持的伊拉克和叙利
亚境内武装力量。

声明指认阿布·扎哈是“最近
阿瓦士所发生恐怖主义罪行的主
谋”。

伊朗南部胡齐斯坦省首府阿
瓦士9月22日举行纪念伊朗与伊
拉克的两伊战争爆发38周年阅兵
仪式，一伙身穿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制服的武装人员发动袭击，
致使25人死亡、大约60人受伤；
近一半死者是革命卫队成员。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伊朗
分离主义组织“阿瓦士全国抵抗”
分别声称发动袭击，但没有提供
证据。

伊朗国家电视台运营的一家
新闻网站报道，16 日毙命的阿
布·扎哈是“伊斯兰国”成员。

伊朗政府指认地区恐怖主义
的支持者及其“美国后台”发动袭
击。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
里·哈梅内伊说，沙特阿拉伯和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向袭击者提供资
助。沙特和阿联酋否认牵涉阅兵
式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本月1
日声明，当天动用弹道导弹和无
人驾驶飞机打击叙利亚东部一处
恐怖组织营地，消灭关联近期一
系列恐怖犯罪活动的多名恐怖组
织头目和成员，摧毁对方的弹药
库和基础设施。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6日电
（记者刘晨 朱东阳）美国财政部
16 日宣布，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下属一准军事组织及一个据
称为该组织提供金融支持的合作
基金会，冻结其在美国境内资产，
禁止美国公民与其进行交易。

美财政部在当天发布的声明
称，被制裁的“动员穷人组织抵抗

力量”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
属准军事组织，为革命卫队雇佣
并训练童兵；而与其合作的基金
会则为“动员穷人组织抵抗力量”
提供金融支持。

声明说，该基金会由至少20
家公司和金融机构组成，总部设
在伊朗，生意往来金额达数十亿
美元，“触角”遍及伊朗境内汽车、

矿业、金属和银行业等领域。
今年 5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重启对伊朗制裁。8月美国重
启对伊朗金融、金属、矿产、汽车
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制裁，还将
于 11 月重启剩余部分制裁。伊
朗方面对美方的制裁决定表示强
烈谴责。

10月16日，在摩洛哥北部小镇布格纳代勒，安全人员在火车
脱轨事故现场工作。

摩洛哥国家铁路局官员16日说，当天上午在摩洛哥北部发生
的火车脱轨事故已经造成6人死亡、86人受伤。新华社/路透

摩洛哥发生
火车脱轨事故

美制裁伊朗革命卫队下属机构

伊朗革命卫队称击毙阅兵式袭击主谋

土耳其拟搜查沙特领事官邸

克里米亚东部刻赤市一所技
术学校17日发生爆炸，致死至少
19人，超过40人受伤。

当地官员先前推测，天然气
罐爆炸引发校园爆炸。俄罗斯国
家反恐委员会晚些时候说，现场
发现一个爆炸装置，嫌疑人在爆
炸后开枪自杀。

场面惨烈场面惨烈
刻赤市当地媒体报道，当地

时间17日下午，技术学校一栋二
层建筑的餐厅发生爆炸。学校校
长奥尔加·格雷贝尼科娃告诉媒
体记者，爆炸持续5至10分钟，事
发现场场面惨烈。

刻赤调频电台发布的爆炸现
场图片显示，那栋建筑物的窗户
玻璃碎裂，多辆救护车、消防车和
应急车辆在建筑外待命；多名伤
员躺在担架上，被抬上救护车。

俄罗斯塔斯社以一名当地官
员为消息源报道，伤员大多是学
生。当地一家医院的医生说，急
诊室和手术室有“很多”伤员。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不少伤员情况危重，当地医学院

学生已前往各个医院支援。
爆炸发生后，当地政府官员

说10人丧生；晚些时候，死亡人数
上升至19人。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说，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已下令彻底调查这一事件，同
时慰问受害者家属。

并非恐袭并非恐袭
爆炸后不久，塔斯社以一名

不愿公开姓名的执法人员为消息
源报道，初步信息显示，一个天然
气罐爆炸。

俄国家反恐委员会随后发布
声明，认定爆炸是“恐怖袭击”，“一
个填充了金属物体的不明爆炸装
置”被安置于学校的自助餐厅。

只是，这一委员会晚些时候
改口，认定这是一起“大规模谋
杀”事件，而不是“恐怖袭击”。

克里米亚几家当地媒体先前
援引目击者的话说，一名或多名
枪手闯进学校行凶，不少人在爆
炸声后听到枪声。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晚些
时候说，初步尸检结果显示，许多

人死于枪伤。
反恐委员会说，调查人员正

在询问目击者、查看闭路电视画
面，以查明真相。

媒体报道，多辆武装车辆到
达事发现场待命。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
伊古说，将调派人手和物资，协助
调查并帮助爆炸受害者。

嫌犯自尽嫌犯自尽
克里米亚总理谢尔盖·阿克

肖诺夫当天晚些时候说，嫌疑人
是技术学校四年级一名男学生，
22岁；他在爆炸后开枪自杀，调查
人员在学校建筑内发现他的尸
体。

阿克肖诺夫没有披露那名学
生的姓名，只说他是当地人。

反恐委员会随后说，嫌疑人
是学校学生弗拉迪斯拉夫·罗斯
利亚科夫，18 岁。暂时不清楚罗
斯利亚科夫的行凶动机。

这一委员会怀疑不止一人制
造这起校园伤亡事件，正在查找
可能关联罗斯利亚科夫的犯罪组
织和个人。 新华社特稿

七国集团关注记者“失踪”
特朗普继续维护沙特

克里米亚一学校现群体死伤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