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 刷：本报印刷厂
收订单位：本报各发行站
排 版：本报激光照排室本报地址：西宁市南关街43号

邮政编码：810000
广告经营许可号：6301004000049

西宁每份：0.50 元
本期

列车每份：1.00 元

国际新闻
2020年1月19日 星期日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伟明 版面 / 素珍 校对 / 燕子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16A

电话：总编辑8230539 副总编辑8230537、8230533 、8225166 总编室8230545编报室8230314
专刊部 8266202 8230546 经济部 8230540、8230541 政文部8230534、8230535 广告部
8230542 百业信息8251822、8248965 通联部8244000、8244111 发行公司8247830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17日晚
拒绝总理阿列克谢·贡恰鲁克的辞职请求，决
定给贡恰鲁克及其领导的政府“一次机会”。
分析师认为，泽连斯基此举意在避免国内政局
动荡，并且希望顺利推进乌克兰与国际贷款方
的谈判。

政府发布政府发布““挽留视频挽留视频””

泽连斯基办公室17日晚发布一段视频，显
示他和贡恰鲁克同坐一桌对话。按路透社说
法，视频经过“精心编排”。

视频中，贡恰鲁克说话不多。泽连斯基对
他说，情况虽“令人不愉快”，但是“我决定给您
和您的政府一次机会，看您是否能解决公众担
忧的重要事务……现在我们无法承受经济和
政治不稳定”。

泽连斯基指示贡恰鲁克调查国有天然
气企业主管巨额奖金和多名内阁部长薪酬
过高等传闻，要求他 2 月 4 日前发布调查报
告。乌克兰经济面临困境之际，政府高官
和 企 业 高 管 薪 酬 过 高 的 传 闻 引 发 民 众 愤
怒。

本周早些时候，一则录音经由媒体和社交
网站曝光。录音显示，贡恰鲁克在一次会议上
说泽连斯基不懂经济。

贡恰鲁克17日早些时候向总统请辞。贡
恰鲁克在社交媒体上解释，那则音频是由多次
政府会议的录音片段剪辑而成，“人为造成我
和我的团队不尊重总统的印象”。他坚称音频
内容“不真实”，拒绝回答是否利用辞呈检验总
统对他的信任。

贡恰鲁克当天晚些时候出现在议会，重
申对泽连斯基的尊重，同时呼吁乌克兰团
结一致，共同应对信息攻击和信息篡改行
为。

泽连斯基已要求调查录音来源。

不愿国内政局动荡不愿国内政局动荡

乌克兰智库拉祖姆科夫中心分析师弗拉
基米尔·西坚科认为，如果贡恰鲁克离任和解
散内阁，那将严重影响泽连斯基执政，扰乱乌
克兰与国际贷款方的谈判。

“泽连斯基害怕出现内部政治危机，不希
望与西方投资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
出现问题，”西坚科告诉美联社，“贡恰鲁克辞
职还会引发对泽连斯基控制局势能力的质
疑。”

西坚科推测，乌克兰商界大佬和富豪们对
本国货币升值颇为不满，总理辞职风波背后可
能有他们的影子，“数名经营出口生意的大寡
头对贡恰鲁克内阁请辞‘感兴趣’”。

贡恰鲁克现年 36 岁，法学博士，2019 年 5
月被任命为分管经济发展的总统办公室副主
任，经泽连斯基提名和议会批准，同年8月出任
总理。主张促进经济增长、完善国家债务政策
和打击腐败，就任后制订一系列改革计划，同
时推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贷款。

新华社特稿

澳大利亚东部 17 日迎来雷暴天气和
强降雨，林火火势减弱，部分农田旱情得到
缓解。

受干旱和林火影响最严重的维多利亚
州、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本周迎来强降
雨。消防部门说，大雨虽然无法浇灭所有大
火，但“大大”有助于遏制火势继续蔓延。

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 17 日在社交
媒体“推特”说，“祈祷未来几天能持续降
雨”。

澳大利亚去年9月起遭遇罕见规模林
火，迄今仍未扑灭，至少29人死亡，大约5
亿动物丧生，超过2500间房屋遭烧毁。

气象部门预测，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
兰州的一些火场和多年干旱地区有望持续
迎来暴雨。

新南威尔士州北部城镇盖拉附近牧场
的工人萨姆·怀特说，最近的降雨“棒极
了”，径流“大量增加”，“正在进入水坝”。

只是，降雨同时有引发山洪等灾害的
危险。

另外，林火燃烧产生的烟雾严重污染
澳大利亚一些城市的空气。澳大利亚网球
公开赛和其他赛事下周将在墨尔本举行，
但这个城市周末预期仍将被烟雾笼罩。

新华社特稿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17日呼吁伊朗
将误击客机黑匣子交给法国作分析，同时敦促
伊朗方面赔偿加拿大籍遇难者。

伊朗军方11日承认，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
一架波音 737-800 客机 8 日遭伊朗军方“非故
意”击落，此事由“人为错误”导致。176名乘客
和机组人员悉数遇难，多数为伊朗人和伊朗裔
加拿大人，还有乌克兰、瑞典、阿富汗、德国和英
国人。

坠机当天，两个黑匣子在失事区域先后找
到，有损坏痕迹。伊朗方面10日说，从黑匣子
中提取数据可能耗时一两个月，坠机事件调查
可能持续一两年。

两个黑匣子分别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和驾驶
舱语音记录仪。特鲁多 17 日在加拿大首都渥
太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有能力读取和
分析黑匣子数据的国家不多，法国是其中之一，
加拿大方面认为伊朗应将黑匣子交给法国作分
析。

按特鲁多的说法，两只黑匣子受损严重，
“伊朗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主要还是缺乏所需
设备”，难以在短时间内读取和分析黑匣子数
据。

特鲁多说：“一种共识正在形成……应该把
黑匣子送去（法国），以便尽快获取相关信息。
我们鼓励伊朗当局这样做。”

伊朗民航部门主管阿里·阿贝扎德 10 日
说，“我们倾向于在伊朗下载黑匣子数据”；如果
遇到技术难题，伊朗可能向俄罗斯、加拿大、法
国或乌克兰寻求帮助。不过，14日有消息称，伊
朗已将黑匣子送往法国解密。

加拿大与伊朗 2012 年断交。加拿大外交
部长商鹏飞（弗朗索瓦-菲利普·尚帕涅）与伊朗
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17日在阿
曼首都马斯喀特会面，谈及坠机调查、赔偿遇难
者等话题。

加拿大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说，扎里夫认
同调查黑匣子数据应保持透明。扎里夫在社交
媒体“推特”上说，两国专家将继续交换信息，应
避免将这起事件“政治化”，而重点关注遇难者
家庭。

特鲁多17日表示将拨款援助遇难者家庭，
同时敦促伊朗方面赔偿加拿大籍遇难者。美联
社报道，坠机遇难者包含 57 名加拿大公民、29
名加拿大永久居民。

特鲁多说，预期首批加拿大遇难者的遗体
将在今后几天运回加拿大。 新华社特稿

美国军方改口承认有美军士兵因伊朗报
复受轻伤，距离伊朗反击已经一周有余，舆论
指责美方有瞒报嫌疑。五角大楼发言人17日
解释说，国防部长也是在 16 日才得知这一消
息。

美军中央司令部16日发表声明说，伊朗本
月8日袭击伊拉克阿萨德军事基地后，多名美
军士兵因爆炸冲击波出现脑震荡症状，其中11
人被送往德国或科威特的美军设施作进一步
观察。

五角大楼 17 日证实，首名送医的士兵 10
日离开伊拉克，其他人15日离开。

发言人乔纳森·霍夫曼说，“无论在飞机上
还是路上，他们都靠自己的两条腿走路”，暗示
这11名“伤员”伤势轻。

霍夫曼说，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16日才
得知这一消息，只比公众“早几个小时”。

美联社报道，如果美军人员出现危及生
命、影响肢体或视力的严重伤情，需要立即向
最高长官汇报；但如果是需要进一步诊断的脑
外伤疑似伤情，一般不需要紧急汇报。

美军声称，上述11名士兵“在一段时间后”
才出现脑震荡症状。

对于外界指认美军拖延公布消息，霍夫曼
回应说：“有些人怀疑我们为了某些不知所云
的政治目的故意轻描淡写受伤情况，这种想法
根本站不住脚。”

按照五角大楼说法，伊朗8日凌晨向驻有
美军的伊拉克两处军事基地发射多枚短程弹
道导弹，报复美军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
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伊朗导
弹落地时，基地内上千名美军士兵已根据上级
指示进入掩体躲避。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军
方先前一再强调没有美军士兵在导弹袭击中
受伤或死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防务 1
号”网站率先披露美军士兵在伊朗报复行动中
出现受伤情况后，美军才发布声明承认事实。

新华社特稿

俄罗斯代理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17
日说，伊朗8日误击乌克兰客机当天，多架美国
F-35战机疑似在伊朗边境上空。

拉夫罗夫在年度记者会上说，伊朗 8 日向
驻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后，“至少6架F-35
正在伊朗边境上空”。

拉夫罗夫没有提及消息来源，仅说这一信
息尚未获得证实，“但我想强调，在那种情况下，
紧张是常理”。

伊朗8日凌晨向驻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射多
枚导弹，报复美军袭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
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发射数
小时后，乌克兰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德黑兰霍
梅尼机场附近坠毁。

伊朗11日承认，伊朗军方8日处于高度戒
备状态，防备美军报复，由于人为失误，发射导
弹击落客机。拉夫罗夫说，伊朗“预期美方将发
动新的打击，但不知道以什么方式”。

伊朗承诺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已经逮捕一
些嫌疑人。 新华社特稿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
伊16日主持主麻日聚礼并讲话，是8年来首
次。

他力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谴责一些
伊朗示威者“侮辱”遭美国袭杀的革命卫队
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说
革命卫队误击乌克兰客机事件遭“敌人”利
用。

哈梅内伊上一次主持主麻日聚礼是
2012年，纪念伊朗伊斯兰革命33周年。2009
年伊朗总统选举争议引发抗议和骚乱后，哈
梅内伊同样主持这一宗教活动并讲话。

哈梅内伊 16 日说，乌克兰客机遭误击
是令人痛心的意外，而伊朗的“敌人”却“兴
高采烈”，原因是他们“抓住这件事质疑革命
卫队、武装部队和这一体系”，“试图操纵令
人心痛的客机坠毁事件，抹杀我们取得的成
就”。

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波音客机 8
日早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
起飞后不久坠毁。伊方起初否认客机遭击

落，11 日承认革命卫队发射导弹，误击客
机。

机上17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多数乘客是伊朗人和伊朗裔加拿大人。

误击事件在德黑兰等伊朗城市引发抗
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国务卿迈
克·蓬佩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抗议者“站
在一起”。

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保持团结，质问“侮
辱苏莱曼尼将军照片”的抗议者“属于伊朗
人民吗”？

哈梅内伊说，“圣城旅”是在“保护这一
地区的人民”和维护伊朗国家安全。美国

“刺杀”苏莱曼尼，显示“恐怖分子本质”。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 16

日呼吁不要把误击事件政治化。
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司令阿米拉利·哈吉

扎德11日说，他领导的部队为误击承担全
部责任；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少将
12日在伊朗议会就误击造成许多伊朗人遇
难表示“羞愧”并道歉。 新华社特稿

乌克兰总统拒绝总理辞职申请

11月月1717日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在澳大利亚悉尼，，行人撑伞出行行人撑伞出行。。

澳大利亚迎强降雨火势减弱

哈梅内伊赞誉伊朗革命卫队哈梅内伊赞誉伊朗革命卫队

俄外长：

伊朗误击客机时美
战机疑似陈兵边境

加拿大呼吁

伊朗把黑匣子交给法国

伊朗报复轻伤美军

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否认瞒报否认瞒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