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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文在寅 15 日要求日本方面
撤销对韩国的出口管制，警告这类举措最
终会让日本经济损失更多。

日本考虑最早 8 月出台新举措，进一
步限制对韩出口。共同社报道，日韩国内各
有重要政治节点临近，考虑国内民意，两国
政府难以相向而行，对立可能长期持续。

威胁后果威胁后果

文在寅 15 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出席会
议，说日本4日起限制对韩国出口三种半导
体工业原材料“破坏韩日之间依据相互独立
关系、持续超过半个世纪的经济合作框架”。
他说，韩日制造业信赖关系破裂将激励韩国
企业摆脱对日本原料、零部件和设备的依
赖，拓展进口渠道、推进本土技术研发。

“我警告，”文在寅说，“最终，受损失更
大的将是日本经济。”

文在寅再次否认日方有关韩方将进口
产品秘密转运朝鲜的说法：“那是对我国政
府的严重挑衅，我们不仅切实配合国际社
会（对朝）出口管控和制裁，并且在制裁框
架内尽全力发展南北关系，推动半岛和
平。”这是文在寅第三次公开向日本释放强
硬信息。

韩联社解读，文在寅言辞强硬表明韩
国政府不打算向日本政府屈服，同时在国
内争取公众支持，以应对日方报复性举措。

韩方认定日方出口管制是为了报复韩
国法院判处日本企业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遭日方强征的韩国劳工。就这一议题，
文在寅15日暗示，对为赔偿劳工受害者而
创建韩日联合基金等选项持开放态度，“我
希望日本政府能撤销单方施压，返回（寻
求）外交解决方案的舞台”。

担忧后招担忧后招

多名分析师认定，日方现有举措对韩
国制造企业的影响不会立即显现。韩国媒
体报道，韩国企业现有库存可以支撑3至4
个月；韩方担忧日方扩大出口管控，波及其
他行业。

韩国外交部多名官员上周访问美国，
讨论进口日本产品受限一事。一名不愿公
开姓名的韩国外交部官员 15 日告诉韩联
社记者，韩方官员担忧日方追加报复举措，
向美方提及三个可能的时间点，分别是本
月18日、21日、24日。

日方6月19日向韩方提议，组建全部
由第三国成员组成的仲裁委员会，以解决
遭强征韩国劳工向日企索赔触发的争端，
18日是日方给出的最后期限；21日日本参
议院选举；日方打算24日以前就是否将韩
国排除在“白色清单”以外截止意见征集。

日本将它认定没有扩散武器风险的国
家列入“白色清单”，现有 27 个。日企向它
们出口产品可简化手续，被视为一种优待。
韩国2004年加入这一清单。按照日方的说
法，限制向韩国出口三种半导体原材料只
是解除部分对韩优待。日本政府考虑最早8
月中旬将韩国从“白色清单”中删除。

韩联社报道，一旦日方将韩方踢出，超
过 850 种商品对韩出口将受到管制，相关
日企每次向韩方出口以前必须向政府申
请。那名外交官告诉韩联社记者：“让我们
感到压力的是，那三个重要节点前后，日方
可能有新的挑衅。”

外援难办外援难办

韩国外交部官员上周访美期间与白宫
和国务院官员以及美国学者对话。按照那
名韩国外交部官员的说法，美方认同局势
不应继续恶化，韩日经济争端不应影响三
国安全合作，美方说“将重新审视局势，看
看能否扮演适当角色”。

那名官员说：“不过，美方官员说，韩国
和日本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难以选择站
在任何一边。”

日韩政府代表 12 日在日本首都东京
举行工作级对话，没有就消除双方摩擦取
得进展。会议气氛紧张，双方会后就会议性
质等事宜各执一词。

在共同社记者看来，日本即将迎来参
议院选举，韩国8月15日将迎来纪念摆脱
日本殖民统治的“光复节”。考虑本国民意，
两国政府短期内难以“走近”，长期对立恐
怕难以避免。 新华社特稿

文在寅向日本发出第三次警告
新华社电 德国国防部长乌尔

苏拉·冯德莱恩15日宣布辞去防长
一职。

据德国媒体报道，冯德莱恩在
给国防部工作人员的通知中说，她
已告知总理默克尔这一决定，默克
尔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联邦国防
军和国家安全事务妥善交接”。冯
德莱恩说，她将于17日正式移交职
务。

默克尔当天证实冯德莱恩宣布
辞职的消息，表示冯德莱恩已经选
择了一个“新舞台”，并将全心投入
欧盟委员会的工作中。

欧洲理事会本月2日决定提名
冯德莱恩担任下届欧盟委员会主
席。欧洲议会将于 16 日对提名投
票表决，冯德莱恩需获得欧洲议会
半数以上议员支持才能当选。

冯德莱恩于 2013 年 12 月出任
国防部长，是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性
国防部长。

这是这是 22 月月 1515 日在德日在德
国慕尼黑拍摄的乌尔苏国慕尼黑拍摄的乌尔苏
拉拉··冯德莱恩的资料照片冯德莱恩的资料照片。。

冯德莱恩宣布辞去德国防长职务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
安 15 日说，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型防
空导弹系统定于2020年4月全面部署。

S-400系统的部分组件过去4天已运
抵土耳其。土耳其政府 15 日在伊斯坦布
尔阿塔图尔克机场庆祝挫败未遂政变三
周年，埃尔多安发表讲话，说S-400系统
部件由8架俄罗斯军机运至土耳其，后续
将有更多部件送达。

埃尔多安说，S-400“将在2020年4月
以前安装到位”，土耳其“下一步打算与俄
罗斯联合生产”导弹防御系统。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土耳其在2016年

7 月发生未遂政变后与西方国家关系恶
化；埃尔多安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日益走近，让美国及其盟友担忧。

路透社报道，美国警告土耳其可能因
购买S-400而面临制裁。美方官员说，土
耳其同时可能被踢出F-35型联合攻击战
斗机项目，既无法继续生产F-35零部件，
也不能接收先前订购的F-35战机。

埃尔多安14日说，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有权豁免土耳其可能因美国法律
而遭受的制裁，土美双方应在争端中找到

“中间立场”。
新华社特稿

竞逐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党首暨下任首相的两
名候选人15日晚投入最后一场辩论，就脱离欧洲
联盟等多项议题观点相似，让主办方直呼两人像
在“谈情说爱”。

鲍里斯·约翰逊和杰里米·亨特都批评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对4名少数族裔美国国会女议
员的言论；都认为应取消现有“脱欧”协议中关联
北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备份安排”，且英国议会不
应阻挠可能发生的“无协议脱欧”。

批特朗普批特朗普

辩论由英国《太阳报》和谈话广播电台主办、
《太阳报》时政新闻编辑汤姆·牛顿·邓恩主持，是
约翰逊和亨特在党首选举结果23日揭晓前的最
后一场一对一辩论。但按照《太阳报》的说法，两
人把对决变成“谈情说爱的聚会”，在主持人邓恩
眼皮底下“爆发和谐”。

就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14日和15日接
连“炮轰”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
4名民主党籍少数族裔女议员，说她们“憎恨”美
国、应回到“完全破败、犯罪猖獗”的祖籍国，且“不
少人对她们及其可怕恶心行为生气”等，约翰逊和
亨特都予以批驳。

约翰逊说，特朗普言论“在一个现代多种族国家
完全不可接受”，作为“多种族、多元文化社会领袖”，

“根本不能用那类语言谈及把人们送回祖籍国”。而
娶了中国妻子的亨特说，如果有人对他的三个子女
说同样的话，他会“彻底震惊”，“那完全不是英国作
风”。然而，当主持人邓恩追问是否认同特朗普言论
涉嫌种族歧视时，两人都不愿作肯定答复。

重谈重谈““脱欧脱欧””

《太阳报》报道，持续数周“激烈冲突”后，亨特
15日晚多次重申他“同意鲍里斯”的观点，而约翰
逊则称赞亨特就英国“脱欧”后的未来变得更为乐
观。两人同意在相位之争结束后一起喝酒。

就“脱欧”关键议题，两人认同不需要用“脱
欧”协议中的“备份安排”保护北爱尔兰地区边界。

路透社报道，定于下周就任的英国新首相需
要说服欧盟放弃先前立场，重新谈判与离任首相
特雷莎·梅达成的“脱欧”协议，否则可能让英国因
混乱“脱欧”而陷入经济不确定性。

“备份安排”旨在避免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
之间恢复“硬边界”，即重新设置实体海关和边防
检查设施；作为保险兜底政策，不设期限、不允许
单边退出。相关条款是导致“脱欧”协议三次遭英
国议会下院否决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致使特雷莎·
梅提前让出党首和首相位置。

约翰逊和亨特认为，即便加上时间限制，也无
法接受“备份安排”，主张与欧盟重新谈判协议。
尽管两人就是否必须在10月31日如期“脱欧”仍
有细微分歧，但依据亨特所言，两人“都希望议会
不会阻止‘无协议脱欧’”。

亨特呼吁议员们不要排除“无协议脱欧”选
项，说这是议会能做的“最危险和具有破坏性的事
情之一”，因为政府无法控制议会行动。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两人都认为可能与美国
达成“脱欧”后贸易协议，但预期谈判过程十分艰
苦。 新华社特稿

韩国遭强征劳工的律师团 16 日说，
日本殖民时期遭强征劳工案的原告不久
将向法院递交申请，要求变卖日本三菱重
工业公司在韩国遭扣押的资产，以强制执
行赔偿。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同一天
说，日方决定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工业材
料加强管控出于“确保国家安全”目的。他
否认日方因不满韩方法院裁决日企赔偿遭
强征韩国劳工而出台管制措施。

申请变卖资产
韩国遭强征劳工的律师团16日在一

份声明中说，与三菱重工磋商赔偿裁决的
最后期限是本月15日，但这家日企当天没
有“予以任何回应或采取任何举动”。

律师团说，许多遭强征劳工年逾九
旬，不能等待“法定程序拖延”。律师团将
在今后数天内向法院递交申请，要求变卖
韩方扣押的三菱重工资产。

韩国大法院、即最高法院去年 11 月
对三菱重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劳
工案作出裁决，判处三菱重工赔偿韩国受
害者。

在日方企业强征劳工诉讼中，三菱重
工不是第一家遭韩方扣押资产的日企。新
日本制铁公司在与韩国浦项制铁公司所设
合资企业中所持部分股份遭韩方扣押。另

外，那智不二越公司所持价值大约7.65亿
韩元（446.8万元人民币）股份同样遭扣押。

日方辩解回应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16日为

日本管制对韩出口的半导体工业材料作
辩解。

世耕弘成告诉媒体记者，日本“从一
开始就说明，日方正在审核出口管控（规
定）”，目标是确保“国家安全”。

世耕弘成否认出口管控举措是日方
回击强征劳工诉讼的手段。

针对韩国劳工状告日企索赔案，日本
政府一直坚称，两国1965年签订《日韩请
求权协定》、继而恢复邦交正常化，类似索
赔问题“已经解决”。

世耕弘成指认韩国总统文在寅15日
针对日方出口管控举措的言论“不准确”。

文在寅15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出席会
议，说日方出口管制手段“破坏韩日之间
持续超过半个世纪的经济合作框架”，警
告这类举措会让日本经济损失更大。他同
时驳斥日方有关韩方将进口产品秘密转
运朝鲜的说法。

另外，围绕日韩先前就贸易摩擦举行
的事务级对话，世耕弘成就韩方发表“不
实言论”表达“遗憾”，称这会损害两国今
后的“信任关系”。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电 俄罗斯侦查委员会主席巴
斯特雷金 16 日说，2018 年俄罗斯共没收
涉及腐败的财产约 20 亿卢布（约合 3185
万美元）。

巴斯特雷金16日在接受俄《消息报》
采访时说，2018年俄侦查委员会还查封了
与腐败相关的各种财产150多亿卢布（约
合2.39亿美元）。2019年第一季度俄侦查
委员会查封的与腐败相关的各种财产已超

过53亿卢布（约合8439万美元）。
巴斯特雷金说，2011年以来，俄侦查委

员会共侦破约8万起与腐败相关的刑事案
件，涉及5000多名各级议员、法官、检察官
等。巴斯特雷金表示，俄侦查委员会将进一
步加大打击力度，严惩腐败分子。

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原属俄罗斯总检
察院，2011年独立出来，主要负责侦查办
理各类刑事案件。

土耳其明年4月全面部署S-400

俄去年没收涉腐财产逾3000万美元

韩遭强征劳工申请变卖三菱资产

英首相竞选最后一辩观点惊人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