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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媒体16日警告，如果美国胆敢“像海
盗一样”阻拦伊朗向委内瑞拉运送石油，美方
将自食恶果。

汤森路透公司追踪海运信息的软件显
示，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克拉维尔”号油轮
今年3月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装船后，穿越红
海，本月13日通过苏伊士运河，向委内瑞拉驶
去。阿巴斯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岸，扼守
波斯湾出口。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高官15日
告诉路透社，美方正考虑采取措施应对此事，
相关方案已经上报总统。不过这名官员拒绝
透露方案内容。

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埃稍后回应
说，伊朗政府对美方所说油轮不知情，但伊朗
和委内瑞拉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以前一直
有、以后也会继续保持贸易关系”。

拉比埃说：“我们互相买卖，我们之间的
贸易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得卖石
油，而且我们有的是办法。”

伊朗向委运送炼油化学制剂伊朗向委运送炼油化学制剂

美国2018年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
全面恢复对伊制裁，试图封杀伊朗原油出
口。委内瑞拉同样受到美方制裁。美国政府
冻结了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美国的资产并截
留它向美国出口原油的收益，以向委政府施
压。

委内瑞拉尽管石油储藏丰富，但炼油能
力较弱，成品油无法自给自足。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委内瑞拉官员4月
证实，伊朗用飞机向委方运送炼油化学制剂，
以帮助后者启动一家炼油厂。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称，伊朗马汉航
空向委内瑞拉送去“不为外界所知的支持”，
伊方应停止这类空运，其他国家应禁止马汉
航空的航班过境。

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近期出现一些“毫无
依据的说法”，实际上是美国为加大施压委内
瑞拉作铺垫。

伊朗光明通讯社16日警告美方：“如果美
国像海盗一样企图在国际水域制造不安定，
那么这种行径肯定会造成恶果。”

这家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媒体说：

“据消息人士，美国海军麾下的VP-26中队已
经向加勒比地区派出4艘战舰和一架P-8型

‘海神’巡逻机。”这家媒体暗示美军可能在半
道上拦截伊朗油轮。

持强硬立场的伊朗政治分析师迈赫迪·
穆罕默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向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喊话：“特朗普作决定前，应该问问
他的朋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有关那艘
英国油轮的细节。”

他所提的英国油轮是伊朗去年在霍尔木
兹海峡扣押的“史丹纳帝国”号油轮。在伊朗
扣押这艘油轮前，英方先在直布罗陀附近水
域扣押一艘装载伊朗原油的油轮。英伊互指
对方扣押油轮“非法”，数十天后才分别释放
对方油轮。

法抗议伊朗判决伊法双国籍人员法抗议伊朗判决伊法双国籍人员

伊朗政府判处一名有伊朗和法国双重国
籍的人员6年监禁，罪名包括危害国家安全。

这一判决16日遭法国政府抗议。
法丽巴·阿德勒哈现年 60 岁，是人类学

家。她的律师16日说，法庭已经作出判决，认
定阿德勒哈犯密谋危害伊朗国家安全、散布
反伊朗宣传等罪；阿德勒哈将上诉。

法国外交部16日晚些时候说，判决是“政
治决定”，伊方应“立即释放”阿德勒哈。

阿德勒哈 2019 年 6 月遭伊朗方面逮捕。
法国政府多次呼吁伊朗政府释放她，遭到拒
绝。伊朗政府说，伊方不承认双重国籍，法方
要求放人是干涉伊朗内部事务。

今年3月，法国政府释放一名伊朗籍工程
师，伊朗政府随后释放与阿德勒哈同时遭逮
捕的另一名法籍学者。

法国方面2019年5月在尼斯机场逮捕那
名伊朗工程师，称他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
一些媒体报道，阿德勒哈去年6月遭逮捕是伊
方对这件事的“回应”。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电 加拿大航空公司15日说，由于公司业
务遭新冠疫情重创，将裁员至少2万人。

这家航空运营商当天在一份发给员工的电子邮
件声明中说，疫情迫使其停飞95%的定期航班，预计
短期内客流量难以恢复，因此决定裁员50%至60%。
加拿大航空现有大约3.8万名员工，裁员决定6月7
日起生效。

加拿大航空今年3月宣布，根据一项成本削减计
划，裁员超过1.6万人。不过，加拿大政府4月颁布紧急
工资补贴计划后，加拿大航空重新聘用了被裁员工。
紧急工资补贴计划原定6月6日结束。加拿大财政部
长比尔·莫诺15日宣布，将这项计划延长至8月29日。

加拿大航空说，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第一季度
亏损 7.48 亿美元。这家航空运营商 2019 年同期盈
利3.45亿美元。

新华社电 美国老牌连锁百货杰西潘尼
公司15日晚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新
冠疫情暴发以来走到这一地步的最大零售
商。

杰西潘尼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将分阶
段缩减门店数量，实施破产重组计划；公司手
头有5亿美元现金，并已收到9亿美元的融资
承诺，便于在重组期间运营。

首席执行官吉尔·佐尔陶说，疫情带来前
所未有的挑战，“美国零售业经历了一个完全

不同的现实，杰西潘尼不得不在经营方面作
出艰难决定”。

杰西潘尼公司1902年成立，总部位于得
克萨斯州普莱诺市。今年2月的数据显示，杰
西潘尼公司在美国拥有大约9万名员工和近
850家门店。

法新社报道，随着互联网购物的出现和
一些快时尚品牌的兴起，杰西潘尼开始衰落，
2011年以来就没有盈利。2019年，这家企业
销售额大约107亿美元，比10年前减少70多

亿美元。今年4月，杰西潘尼没能偿还一笔债
务利息，加剧即将破产的传言。

美国服饰零售商J. Crew服装集团、奢侈
品零售商尼曼·马库斯集团和“舞台商店”百
货公司本月早些时候同样申请破产保护。美
联社报道，预计会有更多零售商步它们的后
尘。

美国商务部15日发布数据显示，受疫情
拖累，美国零售业销售额4月环比下降16.4%
至4039亿美元，降幅创有记录以来之最。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6日说，美国政府正
在考虑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的多项方案，包括对世
卫组织恢复部分资助。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美国政府正在考
虑的“众多方案之一是，我们恢复（向世卫组织）缴纳
相当于往年水平10%的会费”。不过，他强调，美方
尚未对此做出最终决定，美方用于缴纳世卫组织会
费的“所有资金仍然冻结”。

就在特朗普发帖的前一晚、即15日晚间，美国
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份信件草稿率先报道，特朗
普政府有意对世卫组织恢复部分资助，恢复的缴费
额度大概是往年水平的十分之一。

特朗普4月14日以世卫组织应对新冠病毒疫情
不力为由，宣布美国暂停向这一组织缴纳会费。这
一决定招致国内外广泛反对，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

世卫组织成员缴纳会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
摊派会费，依据各成员卫生和经济状况计算；另一部
分为志愿会费，多用于资助具体项目。

美国原本向世卫组织缴纳会费最多。美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2019年资助世
卫组织 4.52 亿美元，其中摊派会费接近 1.19 亿美
元。特朗普政府曾经提出，希望把美国摊派的世卫
组织会费大幅减少至5790万美元。

观察人士注意到，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长期
质疑联合国机构作用、指责多边主义机制。

特朗普2017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美国陆续退
出多个国际组织或多边机制，包括国际社会应对气
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和受联合国支持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此外，特朗普政府2017年削减联合国人口基金
经费，2018年暂停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和工程处提供资金。 新华社特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5日晚解除国
务院督察长史蒂夫·利尼克的职务，招致民主
党方面批评，指认这名共和党籍总统旨在“报
复”利尼克调查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突遭解职
特朗普向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

洛西发送一封信，称他对利尼克继续工作的
能力失去信心，但没有加以详细说明。

特朗普在信中写道：“我行使总统权力，
免除国务院督察长的职务，即日起30天后生
效。”

特朗普在信中没有提及谁将接替利尼
克。国务院稍后说，外交机关办公室主任斯
蒂芬·阿卡德将出任督察长。

多家媒体报道，阿卡德是副总统迈克·彭
斯的好友。

利尼克2013年由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
马任命为国务院督察长。他突然遭解职招致
民主党方面强烈批评。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
埃利奥特·恩格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督察长办
公室已经启动对国务卿蓬佩奥的调查”，暗示
利尼克遭解职与调查有关联。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助
手告诉美联社，有人举报蓬佩奥滥用权力，要
求工作人员为他和妻子办私事，利尼克正在
调查这件事。

另外，蓬佩奥的妻子并非公职人员，却经
常与蓬佩奥一同搭乘政府专机访问其他国
家，同样招致批评。

打击报复？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利尼克遭解职显

示特朗普加快“以危险方式报复”的速度。
今年以来，特朗普解职多名督察官员，包

括5月解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首席副督察长
克丽丝蒂·格里姆、4月解职国家情报系统督
察长迈克尔·阿特金森和国防部代理督察长
格伦·法恩，解职理由多为对他们“失去信

心”。
多家媒体报道，那些督察官员的举动招

致特朗普不满，因而遭解职。
格里姆的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说，美国

医院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严重短缺”，口
罩和其他抗疫装备同样短缺。这一说法与特
朗普说法相反，特朗普指认报告有“政治偏
见”。

法恩遭解职时出任流行病应对问责委员
会主席不久，这一委员会的职责包括监督政
府落实应对新冠疫情的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
计划。法恩遭解职时，民主党正在国会与共
和党角力，试图推动成立新的调查委员会以
监督政府对疫情的应对。

接到情报官员举报特朗普施压乌克兰政
府调查美国前副总统约瑟夫·拜登及其儿子
后，阿特金森坚持将举报材料呈交司法部和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最终触发国会针对特朗
普的弹劾程序。 新华社特稿

伊朗向委运石油并警告美国

新华社巴黎5月16日电（记者徐永春）法国巴黎
检察院16日发布公告说，卢旺达大屠杀嫌疑人费利
西安·卡布加当天上午在法国巴黎近郊被捕。

巴黎上诉法院将启动相关程序调查，以决定是否
将卡布加移交给位于荷兰海牙的相关机构进行审判。

卡布加现年84岁，原是一名卢旺达商人，近年来以
虚假身份居住在巴黎近郊的塞纳河畔阿涅尔市。据报
道，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卡布加通过自己控制的电台
煽动种族仇恨，还为屠杀行动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1994年4月至7月，卢旺达图西和胡图两大部族
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共有50万至100万人惨遭屠
戮，其中大部分遇难者为图西族人。2003年12月，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
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2018年1月，联合国大会通
过决议，将卢旺达大屠杀纪念日正式名称改为“反思
1994年针对图西族的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

调查蓬佩奥？美国务院督察长遭解职

美国又一百年老号申请破产保护

特朗普称正考虑对世卫

恢复部分资助

加拿大加拿大航空航空

拟裁员至少2万人

卢旺达大屠杀嫌疑人

在法国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