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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日指认一艘外国油轮
走私燃料，扣押船只和船员，没有说明油轮属于哪
个国家。这艘油轮14日发出求救信号后由伊方搭
救，继而拖至港口。

先救后扣
伊斯兰革命卫队网站一份声明说，一艘外国油

轮在波斯湾拉腊克岛以南遭截获，当时正准备向其
他外国船只运送走私燃料。

声明说，那艘船有200万桶燃料的装载能力，船
上有12名外籍船员，落网时正在向其他外国船只运
送走私燃料的途中，而燃料先前由伊朗的小艇送
来。

伊方没有发布更多遭扣押油轮的细节。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报

道，革命卫队发现那艘油轮走私燃料100万升，相当
于6200桶，而后法院下达扣押命令；油轮几天前由
伊朗方面搭救。

伊朗先前说收到一艘外国油轮的求救信号，随
即前往施救，当时没有提及扣押。伊朗外交部发言
人阿巴斯·穆萨维16日说：“伊朗海军接近那艘船，
用拖船把它带至伊朗水域检修。”

油轮信息追踪网站报道，在巴拿马注册的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油轮“丽娅”号 14 日驶入伊朗海域。
这家网站的信息显示，“丽娅”号在霍尔木兹海峡

“向其他船只提供燃油”。
这家网站说，“丽娅”号的自动身份确认系统当

时出现故障，无法发送身份识别信息。
海湾局势近来紧张，美国派出航空母舰作战群

和远程战略轰炸机前往这一地区，向伊朗施压。伊
朗随后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飞机，双方各执一词，险
些“走火”。美国政府指认阿联酋沿岸多艘油轮遭
伊朗袭击，伊方否认。

英国关注
伊朗扣押外国油轮触发英国政府关注，英方正

在寻求掌握这一事件的更多信息。
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18日说：“看到油轮遭扣

押的报道，我们正在寻求更多信息，继续敦促伊方
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这名发言人说，英方将持续跟进海湾安全形
势，致力于依据国际法维护航行自由。

英国本月4日在直布罗陀附近水域扣押一艘装
载伊朗原油的油轮，指认它向叙利亚运送原油，违
反欧洲联盟对叙利亚的制裁。事发后，伊朗多次向
英方抗议，威胁如果英方不释放油轮，将招致“后
果”。

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快艇10日在海湾附近
海域试图扣押一艘英国油轮，遭英国海军驱离。伊
方否认采取类似行动。伊朗外交部12日发布声明，
再次要求英国尽快释放装载伊朗原油的油轮。

伊朗扣押外国油轮触发原油市场小幅波动。
原油价格当天上涨1%。国际油价基准布伦特原油
期货价格 18 日上涨 58 美分至每桶 64.24 美元。这
一价格过去两天连续下跌，17日下跌1%，16日下跌
3%。

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17日上涨
43美分至每桶57.21美元。

英国巴克莱银行18日调低今年下半年和明年
的原油价格预期，认定全球经济持续疲弱将致使原
油消费增长缓慢。 新华社特稿

伊朗扣押外国油轮引英国关注

新华社电 乌克兰多个民调显示，在定于本月21
日举行的乌最高拉达（议会）选举中，总统泽连斯基
所在政党人民公仆党所获支持率领先其他政党，支
持率有望达到50%。

这是一场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泽连斯基今
年5月就任总统后随即签署法令解散议会，把原定
于今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提前了3个多月。分
析人士指出，人民公仆党在解散前的议会中没有议
席，泽连斯基此举可以帮助该党尽快进入议会，从
而为自己执政提供更多支持。

乌克兰多个民调机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人民
公仆党有望在本次选举中获得40%-50%的选票，大
大领先其他参选政党。

据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本次议
会选举中，22个党派以及3000多名候选人获得参选
资格，合法选民大约3000万，全国共设近3万个投
票站，1700多名国际观察员将全程监督选举过程。
选举最终结果将在8月5日前公布。

乌克兰议会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采取混合选
举制。新一届议会424个议席中，225席由政党依据
得票率分配，199席由选区直接选出。

新华社电 日本京都府警搜查本部19
日宣布，已将京都动漫工作室大火定性为
纵火杀人案。建筑物内部构造、火势蔓延
速度快等因素造成重大伤亡。

据警方通报，这起纵火杀人案的嫌疑
犯是一位名叫青叶真司的41岁男子。该
男子于当地时间 18 日上午 10 点 35 分左
右纵火，当时工作室内共有 74 人在工
作。大火造成33人死亡、36人受伤（含嫌
犯在内），仅有6人成功脱险。

死者中，28 人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
亡，另有5人烧伤严重。伤者中，有16人
住院，其中4人目前重度昏迷。

记者当地时间19日上午9时抵达时，
现场仍有强烈刺鼻的烧焦味道，警方正在
建筑物内认真搜查。记者看到，事发建筑
物内有一个较大的从一楼通往三楼的旋
转楼梯。京都市消防局称，这种构造导致
火苗非常容易上窜。另据日媒报道，日本
防灾系统研究所的山村武彦所长分析，火

灾发生后形成大量浓烟，火势蔓延速度非
常快，这些因素都造成重大伤亡。

据京都府警察署介绍，目前已经成立
了 100 人的专项调查组负责对事故原因
等情况进行调查。

京都府警察署本部长植田秀人视察
现场时表示：“这次事件是从未发生过的
不可饶恕的犯罪，将全力就事件动机、背
景等进行调查，一有消息将立刻通知遇难
者家属、伤者及相关人士。”

巴基斯坦国家问责局7月18日以涉嫌贪腐为由逮捕了巴前总理、反对党穆斯林联
盟（谢里夫派）高级领导人沙希德·哈坎·阿巴西。这张2017年9月11日的资料照片显
示，沙希德·哈坎·阿巴西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接受采访。 新华社/路透

巴基斯坦前总理阿巴西因涉嫌贪腐被捕

巴黎市政府一名官员18日说，政府下
令“深度清洁”巴黎圣母院周边学校，以消除
圣母院火灾可能产生的铅污染隐患。

巴黎媒体先前报道，圣母院周边地区铅
污染状况遭人掩盖。巴黎卫生官员阿诺德·戈
捷说，圣母院4月大火导致的铅含量超标不
足以拉响警报，政府这一做法旨在“确保风险
降到最低”。一些环境保护组织先前警告，圣
母院顶部300吨铅随着大火散播到空中和周
边，威胁附近居民、尤其是儿童的健康。

一家新闻调查网站18日报道，圣母院
周边学校和幼儿园铅含量超出安全值 10
倍，指认巴黎市政府行动迟缓，直到火灾发

生一个月后才在圣母院周边500米的10所
学校和幼儿园取样调查。

法国文化部长弗兰克·里斯特17日前
往圣母院视察，告诉在场媒体记者，由于大
火熔化了铅，而一部分铅又渗入石料，在圣
母院内部施工的工人都要佩戴特殊面具。
铅污染可能损害人体神经系统和肾脏，尤
其是儿童。

火灾后不久，巴黎警方建议圣母院附
近居民用湿布擦拭家中物品，缘由是物品
表面可能覆盖火灾所产生的含铅粉尘。巴
黎卫生部门6月呼吁住在圣母院附近的孕
妇和儿童接受血铅检测。 新华社特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言语攻击对
象之一、国会女议员伊尔汉·奥马尔18日
叫板特朗普，得到支持者热烈响应。

一天前，特朗普出席竞选集会，现场
充斥“送她（奥马尔）回（祖籍国）去”的叫
喊声，招致民主、共和两党议员谴责。美国
媒体报道，作为总统，特朗普听凭台下人
群要求赶走少数族裔议员，实属罕见。

“不会退让”
特朗普14日把矛头对准四名民主党

籍女议员，说她们如果不喜欢美国，就该
回到自己破碎凋敝、犯罪猖獗的祖籍国，
不要对如何治理美国指手画脚。

四名女议员都是少数族裔，处于第一
届国会任期，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多持批评
态度。除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奥马尔
外，其余三人都在美国出生。奥马尔1992
年以索马里难民身份随同家人入境美国，
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奥马尔18日从首都华盛顿回到明尼
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在机场得到支持
者欢迎。她告诉支持者：“我们会继续作为
总统的噩梦存在，因为他的政策对我们来

说就是噩梦。我们不会退让，不会害怕。”
奥马尔指认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

所挑起的对峙是一场战争，成败关乎如何
“定义美国”，而“我们准备好了”。

支持者对奥马尔报以热烈掌声。她随
后前往市议会厅出席会议。

听之任之
奥马尔讲话的前一晚，特朗普抵达北

卡罗来纳州出席竞选集会，现场响起“送
她（奥马尔）回（祖籍国）去”的叫喊声。美
联社报道，这一叫喊声持续13秒，特朗普
沉浸其中。按照美联社的说法，虽然特朗
普时常语出惊人，但作为总统，听凭选民
呼喊赶走一名国会议员实属罕见。

一些共和党议员谴责这一场面，但没
有针对特朗普本人。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
凯文·麦卡锡说，“赶人”的声音在共和党
党内和美国都没有容身之处。共和党籍联
邦众议员亚当·金青格说，这类言论“丑陋
错误”，必须停止。

特朗普后来解释，他不认同这类声
音。为了打破局面，他当时“真的很快就开
始讲话”，以后“绝对”会制止类似状况发

生。不过，美国媒体报道，从现场视频看，
特朗普不仅没有打断现场，还停下演说，
沉浸其中。

党内不满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以240票赞成、

187票反对，通过一项谴责特朗普“种族主
义言论”的决议。国会民主党人说，鉴于特
朗普的言论，民主党在考虑是否强化对奥
马尔等四名少数族裔女议员的安全保护。

特朗普言论触发的风波不断发酵，影
响舆论对美国内政的关注。比如，国会民
主党人原本希望，媒体 18 日能重点报道
众院通过的提高最低工资决议，而这是十
年来首次“加薪”。

共和党方面同样不满。众议院大约十
名共和党高层人士18日与副总统迈克·彭
斯共进早餐。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马
克·沃克说，他告诉彭斯，民意被带偏过远，
可能分散明年选举对经济等议题的关注。

另一名与会议员告诉美联社记者，在
场人士均认为针对民主党少数族裔女议员
的竞选集会叫喊声不合适，可能伤及选情。
彭斯回应，他会与特朗普讨论。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18
日说，一艘美军军舰在霍尔木兹海
峡“摧毁”一架伊朗无人机。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说，当时这
架伊朗无人机靠近美国海军“拳师”
号两栖攻击舰，威胁到舰只和船员
安全，并且无视警告，“拳师”号随即

“摧毁了”这架无人机。特朗普称，
美军舰的做法属“防御行为”。

特朗普称，这是伊朗对国际水
域航行船只的又一次“恶意挑衅”行
为，美国保留保护本国人员、装备与
利益的权利。

另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防部当
天发表的声明说，这起事件发生在
当地时间 18 日上午，当时美海军

“拳师”号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军舰所处位置为国际水域。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巴斯·阿
拉格希 19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
文，否认有伊朗无人机被美军击落。

阿拉格希说：“我们在霍尔木兹
海峡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损失
任何无人机，我个人比较担心是美
军两栖攻击舰‘拳师’号搞错了，打
下来一架美国自己的无人机。”

过去几个月里，美伊关系进一
步趋紧，美国两次向中东地区增
兵。伊朗6月20日宣布在霍尔木兹
海峡附近击落一架美制“全球鹰”无
人机，美国随后一度准备对伊朗 3
处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但行动在
开始前被特朗普叫停。

美国去年5月宣布单方面退出
2015 年签署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随后重启对伊朗制裁。作为回
应，伊朗今年5月8日宣布中止履行
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伊朗副外长否认

折损无人机

警方将京都动漫工作室大火定性为纵火杀人案

美国挨骂女议员杠上特朗普乌克兰议会选举在即
人民公仆党领跑民调

巴黎下令“深度清洁”圣母院周边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