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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11日披露，沙特阿拉伯“直截
了当”拒绝美国政府要求其暂缓支持主要产
油国大幅减产石油决定，美方认为沙特此举
无异于“站队”俄罗斯，威胁要“重新评估”美
沙关系。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警告，沙特
做法“必有后果”。

““响亮说不响亮说不””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
报道，美方官员曾警告沙特如果支持减产石
油，将被视为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
有损美方对沙特已经有所减弱的支持。

报道说，美方官员要求沙特及其他海湾
地区产油国推迟一个月实施减产计划，但沙
特方面认为，拜登政府提出这一要求，只是
因为担心在美国11月8日国会中期选举前
这段关键时间内油价继续飙升，从而大大打
压民主党支持率，因而说了个“响亮的不”。

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
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的“欧佩克＋”机制本月5日决定自今年11
月起大幅减产，在8月产量基础上将月度产

量日均下调200万桶。
美国通货膨胀率连续多月维持在40年

高位，民众不满拜登政府抑制燃油价格不
力。主要产油国大幅减产预计进一步推升
油价，令民主党选情承受更大压力。

《华尔街日报》披露，拜登7月首次以总
统身份访问沙特时，沙特方面原本打算提议
主要产油国日均增产50万桶，作为对美“亲
善信号”，但与拜登政府存在龃龉的沙特王
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坚持将增产量降至
10万桶。这一小幅增产计划实施没多久，欧
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 9 月又决定将月度
产量日均下调 10 万桶，相当于重回拜登访
沙前水平，引发白宫不满。

按照知情人士说法，美国国务院能源安
全高级顾问阿莫斯·霍克斯坦通过电子邮件
向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
曼表达上述不满。后者被那封邮件激怒，更
加坚定“制定独立于美国的能源政策”决心。

““重估重估””关系关系

尽管沙特方面多次表示支持减产石油

“纯粹出于经济理由”，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
里娜·让－皮埃尔 11 日说，沙特此举“无疑
是在与俄罗斯保持一致”。

多名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呼吁对沙特采
取惩罚措施。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
席罗伯特·梅嫩德斯敦促立即冻结与沙特之
间包括军售在内的所有合作；参议院军事委
员会成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和众议员罗·
康纳已提交暂停对沙特军售的法案。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
11日说，拜登已经清楚意识到需要“重新评
估”与沙特关系，以确保美沙关系“服务于我
们的国家安全利益”。

拜登11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
访时说，他将与国会商讨如何处理美沙关
系。他没有透露会否同意暂停对沙特军售，
但强调沙特的做法“一定会有后果”。

据美联社分析，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
区“（关系）重要且复杂”的盟友，拜登“愿在
多大程度上向沙特展现自己的不满”尚待
观察。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
穆罕默德11日确认，他将参与即将举行的国会下议院选举。

马哈蒂尔当天在行政首都普特拉贾亚举行的一场记者
会上说：“我们决定（吉打州）兰卡威选区的竞选人是马哈蒂
尔·穆罕默德，并非总理候选人而是代表普通民众（参选）。”

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萨布里10日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解散国会，为新一届选举做准备。依据马来西亚法
律，选举必须在国会解散60天内举行。据马来西亚国家
新闻社11日报道，选举委员会定于20日召开特别会议，以
确定选举重要日期。

马哈蒂尔现年97岁，是马来西亚任职时间最长的总
理。他 1946 年开始政治生涯，1981 年至 2003 年担任总
理。2018年5月，他以反对党联盟领导人身份带领“希望
联盟”赢得选举继而组建政府。2020年2月，马哈蒂尔突
然辞任总理。随后，他组建新政党并与其他一些小党组建
联盟。

新华社联合国10月11日电（记者 毛磊）第77届联合
国大会11日举行全会，选举出14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新
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成员将于
2023年1月1日就任。

此次选举出的人权理事会成员为：非洲地区的阿尔及
利亚、摩洛哥、南非、苏丹；亚太地区的孟加拉国、吉尔吉斯
斯坦、马尔代夫、越南；东欧地区的格鲁吉亚、罗马尼亚；拉
美及加勒比地区的智利、哥斯达黎加；西欧及其他地区的
比利时、德国。其中，苏丹和德国为连任。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人权理事
会共设47个席位，其中亚太地区和非洲地区各占13席，拉
美及加勒比地区占8席，东欧地区占6席，西欧及其他地区
占7席。联大每年改选约三分之一人权理事会成员，成员
任期3年，可连任一次。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由联合国大会成员通过不记
名投票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半数以上选票方可当选。

沙特响亮说“不”拜登警告“后果”

前不久，“欧佩克+”刚在石油减产问题
上与美国唱“对台戏”，现在，一个海湾国家
又前往俄罗斯演绎“二重奏”。

11 日，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
德·阿勒纳哈扬访问俄罗斯，与俄总统普京
会面。双方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与
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外界认为，在减产风波未平、俄乌冲突升
级之际，此行时机特殊而微妙。通过这次高峰
互动，宾主双方各有何种考量，想释放什么信
号，对当前局势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双方各有考量双方各有考量

当天，阿联酋总统抵达俄第二大城市圣
彼得堡开展工作访问，并与普京举行双边会
晤。阿联酋外交部此前表示，此行旨在帮助
就乌克兰危机达成“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
在外界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颇为微妙。一
方面，此访距离“欧佩克+”无视美国施压、决
意大幅减产不到一周时间。

沙特、阿联酋等中东产油国的决定被视
为送给美国的“一记响亮耳光”，让拜登政府
蒙受“外交耻辱”。如今，阿联酋总统又亲自
登门造访俄罗斯，似乎在减产“掌掴”后再对
美国“补刀”。

另一方面，眼下俄乌冲突持续升级。近
日，克里米亚大桥遭炸之后，俄方指认乌方
策划“恐怖袭击”，并发起猛烈反击。此前，普
京签署接纳顿涅茨克等四地入俄相关法律，
乌克兰方面则火速递交加入北约申请。紧张
局势螺旋式上升。

谈及阿联酋总统此行背景与用意，宁夏
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认
为，从阿联酋角度来说有两个目的，一是反
施压，二是摆姿态。

由于“欧佩克+”违逆美国意志作出减产
决定，沙特、阿联酋等中东主要产油国正面
临美国报复。美国威胁重审盟友关系、撤回
驻军和反导系统、停止军售等。

“在美国施压当口，阿联酋总统访俄，欲
借重俄罗斯扩大回旋余地，反施压的意味很
浓。”李绍先说，借此对美发出信号，阿联酋
在压力下并非无路可走，美方别以为可以拿
安全问题随意拿捏阿联酋。

至于摆姿态，李绍先认为，这是阿联酋
对反施压分寸的把握，可谓刚中带柔。此访
正值俄乌冲突异常激烈的时刻，但对于相关
方来说都是骑虎难下。阿联酋展示积极斡旋
的姿态，将受到各方欢迎，包括美国。

从俄罗斯角度来看，之所以愿意此刻接
待阿联酋总统到访也不无考量。

上海政法学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新表
示，一来，与中东伙伴加固关系，维持油气高
价局面，对西方国家持续形成经济压力，以
反制美欧制裁。二来，随着冲突升级扩大，俄
罗斯将面对整个西方的军事压力。美国总统

拜登已宣称将为乌克兰建立防空系统。冲突
走向难明，严峻考验当前，俄罗斯也希望以
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既然阿联酋总统抱着
调解目的而来，俄方自然不会拒绝。三来，密
切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有助于俄方巩固和
扩大对抗美西方的阵地。

““小国大外交小国大外交””

鉴于访问时值特殊时刻，卡塔尔半岛电
视台推测，能源和俄乌战事可能是此访首要
议题。

关于能源议题，李绍先指出，阿联酋等
中东产油国与俄罗斯正面临紧迫的共同挑
战。美国力推对俄石油限价，美欧已达成一
致，最快在12月5日推出。白宫还寻求减少
欧佩克对能源价格的控制。这些举措将触动

“欧佩克+”的奶酪，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与俄
罗斯需要密切协调，联手维护“欧佩克+”这
一共同机制，以保护油价，捍卫自身利益。

李新表示，“北溪”管道事件后，两国总
统会晤或许也会提及天然气问题。包括在维
持天然气价格方面，俄方可能与阿联酋加强
政策沟通。

关于俄乌局势，阿联酋外交部表示，此
次访问希望在军事降级方面取得积极成果，
并帮助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阿联酋前外
长助理艾哈迈德·库维希尼称，阿联酋总统
或将向普京提议自己做俄罗斯与西方冲突
的调解人。

李绍先认为，阿联酋总统如果自告奋勇
扮演调解人并不意外，因为阿联酋有条件，
也有能力。

俄乌冲突在战场上难决胜负，最终还是
要通过外交谈判解决，调解者的重要性也由
此凸显。目前，合格的调解者并不多，除了土
耳其、卡塔尔、沙特等，阿联酋也是其中之
一。这些调解国家具备一些共性条件，即与

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都能说上话，提出的方
案和建议也能被各方认真对待。

之前，俄乌之间达成粮食出口协议，并
且多次换俘，包括上月实现冲突以来最大
规模换俘，都离不开土耳其、沙特、阿联酋
等国的努力，也印证了这些国家的斡旋协
调能力。

此外，阿联酋虽是小国，但是抱负不小。
依托较强的经济实力，探月、探火星，同时把

“小国大外交”演绎得淋漓尽致。调解俄乌冲
突也将是阿联酋展示外交智慧和手腕的大
好机会。

李新表示，阿联酋虽有劝和促谈的意
愿，但是要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绝非易事。西
方的策略是对乌克兰持续提供军援，通过这
场战争削弱、拖垮俄罗斯；在俄将四地并入
后，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拒绝与普京和
谈；俄罗斯也不会主动停火，更不会接受有
失体面的退场。所以，目前来看，各方都不会
罢手，阿联酋等中东国家所能发挥的作用或
限于缓解人道主义灾难等方面。

除了聚焦地区和国际热点，分析人士表
示，商谈各领域合作事宜，紧密两国战略伙
伴关系，也是此访要义所在。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称，自建交以来，俄罗
斯与阿联酋保持着历史和战略关系的深度，两
国在政治、安全、能源、经贸等领域合作密切。

2013年至2018年，阿联酋总统至少6次
访俄，2019年普京访问阿布扎比时，受到高
规格礼遇，整座城市地标用俄罗斯国旗的颜
色点亮。

对阿联酋来说，“希望在高科技、航天、核
能开发等领域得到俄罗斯的支持。”李绍先说。

对俄罗斯而言，李新表示，自2016年提
出“大欧亚”战略构想后，俄罗斯将中东国家
视为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深化同阿联酋等
地区国家的关系。

本报综合消息

微妙时刻微妙时刻，，阿联酋总统访俄见普京阿联酋总统访俄见普京

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原油的“友谊”输油管道波兰段运
营商PERN公司12日说，公司11日晚监测到管道西段两
条管线中的一条发生泄漏，位置距波兰中部城市普沃茨克
大约70公里。

PERN公司说，发生泄漏的具体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波兰主管能源基础设施的官员马特乌什·贝格尔告诉路透
社记者，“没有理由认为”泄漏是由人为破坏所致，有可能
是“意外损坏”。

“友谊”管道建成于苏联时期，是全球最大规模的输油
管道之一，起自俄罗斯中部，将西伯利亚西部油田出产的
原油输往欧洲主要炼油厂。该管道分两条支线，输送量较
大的北线经过白俄罗斯进入波兰、德国；南线经过乌克兰
通向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捷克。

“友谊”输油管日均输油量最高可达200万余桶，但在
俄欧关系因乌克兰问题恶化的近几个月中，实际输油量已
大幅降低。据路透社报道，北线管道输油量降至每天大约
49万桶；南线输油量降至每天大约24.5万桶。

“友谊”管道是当前俄罗斯向欧洲中部输送原油的主
要途径。

PERN公司说，波兰境内另一条“友谊”管线和公司其
他基础设施均运行正常。

“友谊”管道捷克段运营商梅罗公司发言人12日说，
没有发现该管道输入捷克的油量发生任何变化。

德国段运营方施韦特炼油公司说，管道仍在输油，但
输送量减少。该公司负责首都柏林90％的燃料供应。德
国勃兰登堡州经济部长约尔格·施泰因巴赫告诉德新社，
该州境内的“友谊”管道 2 号主管线出现压力下降现象，

“泄漏原因尚待调查，我方目前不掌握更多详细情况”。
德国政府试图摆脱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正与哈萨克

斯坦方面商谈采购石油以供应施韦特炼油公司事宜。但
即使谈成，这些石油也得通过“友谊”管道输往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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