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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执意要退出《中导条约》

新华社电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在美国亚拉巴马州莫比尔
的新飞机总装厂16日开工建设。

空客宣布为新生产线投资3亿美元，将创造400个就业
岗位。新厂将总装A220型喷气式客机。

空客去年7月宣布推出A220系列飞机。这一系列是空
客收购加拿大庞巴迪公司旗下C系列飞机项目后，将它纳入
自身产品线体系并更名而来。

空客已经在莫比尔设厂生产 A320 型客机并雇用 700
人。美方官员说，亚拉巴马州和莫比尔市两级政府的财政将
向空客提供共计2600万美元支持。

空客莫比尔新总装线将为美国航空运营商生产110座至
130座的A220型客机。空客已在美国市场收到250架飞机的
订单。

路透社报道，空客的竞争对手美国波音公司先前指认庞
巴迪为赢得达美航空公司订单而低价倾销，庞巴迪因此选择
在美国生产部分 A220 型客机。虽然波音最后输掉贸易诉
讼，但空客接手庞巴迪C项目后说，继续在亚拉巴马设厂依
然合理。

空客美洲分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尼特尔说，“美
国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之一”，亚拉巴马是“我们在美国
最大的工业基地”，“我们有技术、有雇员，这么做符合
逻辑”。

空客打算每月在莫比尔生产 4 架 A220，首批飞机 2020
年交付。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工厂目前每月生产2.75架
A220，预期今后数年内会将产量提高至每月10架。

莫比尔 A320 总装线 2015 年投入生产，现每月产量 4.5
架。尼特尔说，A320产量有望今年年底前升至每月5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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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6日宣布，将从2月2日开始退出上世纪80年代美
国与苏联缔结的《中导条约》。

美俄官员一天前在瑞士日内瓦的谈判破裂。俄方认为美
方磋商时不够合作，美方则指认俄方不诚恳，作“表面文章”。

俄方同一天呼吁欧洲国家伸出援手，协助挽救《中导条
约》。

美方不满意美方不满意
美国国务院分管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安德烈

娅·汤普森16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告诉媒体记者，美方官员
15日与俄罗斯外交部官员的会晤“没有开辟新领域”，“令人失
望但毫不意外”。

汤普森认定，俄罗斯提议检查9M729型导弹的方式不恰
当，只不过是“为透明度作的表面文章”。她认为，俄方提议的

“静态展示”无法核查导弹是否违反《中导条约》。美国想看到
测试中的导弹系统，而不是在俄军“可掌控结果”的环境中检
查导弹系统。

汤普森当天早些时候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通报日内瓦会
谈结果，确认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听取通报后告诉路透社
记者，“俄罗斯必须重新遵守”《中导条约》；北约需要为条约遭
废弃作准备，他已要求军方评估废弃条约的后果。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
弹条约》，1987年由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苏联领导人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规定双方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
射程500公里至5500公里、作为核武器运载工具的陆基巡航
导弹和弹道导弹。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去年10月声称打算退出《中导
条约》，理由是俄罗斯9M729导弹的射程突破条约限制。美方
上月限期俄方60天内拆毁这一导弹系统，否则就启动为期6
个月的正式退出条约进程。这一进程自今年2月2日开始。

俄方认定9M729导弹射程不在《中导条约》限制范围内，
坚决否认违反条约；认为美方空口无凭，有意找借口退约。

俄方吁磋商俄方吁磋商
在参与日内瓦会谈的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

布科夫看来，美方提出的要求不可接受，美方正“恶化局势”，
而俄方“严格遵守《中导条约》”。

里亚布科夫说，俄方官员15日提议举行新一轮磋商，没
有收到美方回应。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
16日一次采访中说，俄罗斯“对新军备竞赛不感兴趣”，但美国
现政府退出《中导条约》“将产生最严重后果”。

法新社报道，俄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16日在莫斯
科说，俄方在日内瓦作出“建设性提议”，旨在让美方了解
9M729导弹系统；美国却带着“最后通牒”而来，直接要求“摧
毁”导弹和相关装备。

拉夫罗夫说，俄方愿继续与美方磋商，以挽救条约。他同
时呼吁欧洲国家协助劝说美国。欧洲国家作为利益攸关方，
不应“处于美方立场末端”。

拉夫罗夫同时希望，俄美能保留另一关键军控条约《新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份条约限制俄美保有核弹头的数量，将
于2021年到期。

在拉夫罗夫看来，全球发生冲突的风险增加，是因为西方
国家不愿承认“多极世界崛起的现实”，有意对国际社会其他
成员“施加自我意志”。 新华社特稿

韩国渔船起火酿死伤韩国渔船起火酿死伤 一名中国公民失踪一名中国公民失踪

肯尼亚警方16日说，首都内罗毕
一处商业综合体遭遇的袭击致使至少
21人丧生，另有5名袭击者毙命。两名
涉嫌协助袭击的嫌疑人落网。

更多现场监控视频曝光，显现一
些袭击细节和人们互助逃生的故事。

彻夜行动彻夜行动
武装人员15日袭击内罗毕一处包

含豪华酒店和写字楼的商业综合体
DusitD2，引爆数枚炸弹并向人群开枪。
肯尼亚安全部队与武装人员交火，营
救平民。

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16日
早些时候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军警持
续20小时的行动结束，现场极端武装
人员全部毙命。

警方通报，随着更多遗体被发现
和一名参与行动的警察伤重不治，遇
难平民人数升至21人，包括16名肯尼
亚人、一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和3名
国籍暂时不明的非洲裔平民；28 人受
伤，正在医院治疗。

肯尼亚红十字会说，截至16日下

午，仍有50人下落不明。不过，美联社
报道，这其中不少人袭击发生时据信
不在商业综合体内。

报复美方报复美方
索马里“青年党”宣称制造这起袭

击，声称旨在报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青年党”关联“基地”组织。为打
击这一极端组织，肯尼亚2011年10月
向索马里派驻军队，招致“青年党”报
复。迄今，数以百计肯尼亚人死于“青年
党”袭击。15日袭击发生地距离5年多
前遭遇袭击的韦斯特盖特购物中心不
远。2013年9月21日，“青年党”袭击那
座购物中心，致死67人，170多人受伤。

DusitD2商业综合体包含餐厅、银
行、一家有101间客房的酒店和一些国
内外企业办事处。监控视频显示，至少
5名穿深色服装的武装人员参与袭击，
一些人绑着手榴弹腰带。一名自杀式
炸弹袭击者在一家餐厅外引爆炸弹，
其他武装人员同时在入口处引爆3辆
汽车，继而4人分成两组，向不同方向

散开。
目击者告诉路透社记者，一组武

装人员进入邻近一栋办公楼，在大厅
投掷手榴弹，随后朝电梯和办公室开
枪，一直上到6楼；另一组武装人员在
餐厅内扫射，最后到酒店顶层。

互助逃生互助逃生
袭击发生之际，不少人互相帮助，

得以幸存。
一名名为戴维斯的男子向美联社

记者讲述自己如何与同事一道从防火
梯逃生。他说，人们在危难境地显现的
力量和互助热情让他印象深刻。

令人唏嘘的是，在袭击中丧生的
美国人杰森·斯平德勒2001年侥幸躲
过美国“9·11”恐怖袭击，这一次却不
幸遇难。

他的父亲约瑟夫说，儿子是美国旧
金山一家国际企业的联合创始人，正在
肯尼亚开拓市场。“9·11”恐怖袭击时，
他供职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内一家金
融机构，因上班迟到躲过一劫。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电 截至16日，美国联邦政
府部分机构“停摆”持续26天，继续刷
新纪录。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民主党人佩洛西致信总统特朗普，威
胁推迟他原定本月底在国会的年度国
情咨文演讲。

分析人士认为，民主党阵营将“停
摆”火势引向特朗普本人，在施压白宫
同时也是在打公关战，僵局恐将继续
逼近一个月。

【【新闻事实新闻事实】】
佩洛西在信中说，除非美国联

邦政府本周恢复正常工作，出于安
全考虑，她提议在政府重新“开门”
后再商议国情咨文演讲日期，或者
特朗普考虑以书面形式向国会提交
国情咨文。她还将这封信发布在社
交媒体上。

按她的说法，安保工作需动用联
邦政府资源，但国土安全部已“停摆”
26天。国情咨文演讲自1977财年以来
从未在联邦政府“停摆”期间举行。

按惯例，美国总统通常受众议院
议长邀请，每年初在国会联席会议上
发表国情咨文演讲，通报国情以及联
邦政府新一年施政和立法重点。佩洛
西 1 月 3 日当选新一届国会众议院议
长后，曾致信邀请特朗普本月29日发
表国情咨文演讲。

特朗普本人和白宫尚未就此予以
回应。

特朗普16日在白宫会见部分两党
众议员，但主导谈判的众议院民主党
领导层均未参加。白宫新闻秘书桑德
斯在会后表示，双方会面“有建设性”。

【【深度分析深度分析】】
对民主党阵营而言，佩洛西此举

有多重政治考量：一来是对白宫展开
又一场“压力测试”，二来是展开公关
战，旨在避免国情咨文演讲成为特朗
普借媒体发声、向民主党发难、渲染边
境危机、推销“造墙”主张的公关场合。
当然，佩洛西在展示自身作为国会领
导人权力的同时，也有意帮民主党引
导舆论走势、争取民意支持。

对白宫而言，在当前华盛顿激烈
政治缠斗背景下，国情咨文演讲若遭
推迟甚至取消，特朗普无疑将损失一
次直面公众的重要机会。

尽管特朗普近来不再重提宣布美
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一事，但“没有墙
就没有协议”的立场尚未见妥协迹象。

“先结束联邦政府‘停摆’再谈其他”，
民主党阵营态度也未松动。“停摆”风
波恐将继续延宕。

白宫和民主党互不妥协，既体现
出双方在各自选民基本盘支持下的

“有恃无恐”，又反过来进一步撕裂美
国社会。皮尤中心16日发布的民调结
果显示，共和党选民对边境墙的支持
达到新高，而民主党选民对边境墙的
支持再创新低。

【【即时评论即时评论】】
美国联邦政府“停摆”风波是中期

选举后白宫与重夺众议院控制权的民
主党人第一回合正面交锋。由于事关各
自未来两年在华盛顿的“行情”，谁都不
甘落下风，便任由僵局持续，对峙升级。
互不妥协、相互“甩锅”、彼此拆台，场面
比好莱坞政治剧中的华盛顿更戏剧性、
也更难堪。危害的触角不仅伸向政府雇
员荷包，也波及更多社会领域，冲击美国
经济和民众生活，致使机场安检延误、餐
饮业收入下降、企业上市审核推迟。

创纪录的不仅是联邦政府部分机
构的“停摆”天数，更是党争和民意撕
裂的恶化指数。

【【背景链接背景链接】】
因白宫和民主党就美墨边境隔离墙

问题僵持不下，各方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
案，约四分之一联邦政府机构自2018年
12月22日开始“停摆”，包括国土安全部、
国务院、财政部、内政部等数个内阁级部
门。约80万联邦政府雇员受影响，上周已

“错过”自“停摆”以来首张工资支票。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1月

11日发布预测显示，“停摆”风波已造
成36亿美元经济损失，若再持续两周，
经济损失将超过60亿美元——高于特
朗普提出的“造墙费”57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1月初对70多名经
济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今年第一季
度美国经济增速预计将放缓至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