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92015 年 7 月 24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陈焕清 制作：王保华 校对：李嘉妍Email:nchwb@126.com

美古复交难掩美国对拉政策两面性
新华社记者 徐烨 王瑛

� � 美古两国近日在时隔 54 年后正式恢复
外交关系并重开大使馆。 美国方面称，希望
美古复交有助于推动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
对话。

分析人士指出，美古复交有利于美国改
善与拉美各国的关系，显示美国正主动调整
对拉美政策，但美国不会根本改变“表面接
触，暗地遏制”的套路，也不会轻易改变加强
其在拉美地区的控制力、阻碍拉美一体化进
程的战略。

委美关系能复制古美模式吗

古巴驻美国大使馆当地时间 20 日在华
盛顿举行升旗开馆仪式。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
仪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及委美关系，称希
望美古复交有助于推动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
的对话。 他说，虽然委美之间存在诸多分歧，
但美国希望与委内瑞拉保持正常关系。 对于
目前正在进行的对话，克里表示并不十分乐
观，但美方会继续寻找更好的对话方式。

不过，委内瑞拉分析人士对委美关系前
景并不乐观。

委内瑞拉政治经济学家托尼·博萨说，委
内瑞拉处理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核心是互
相尊重主权以及平等原则，而美国一直以来
对委政策具有明显的侵略性和强制干涉的特

征，这是两国关系交恶的根源。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遏制委内瑞拉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 委政府近十年来通过对加勒
比地区的巨额石油援助加快推进了拉美一体
化进程， 此举冲击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地
位。

此外，古美模式自身仍有待完善。分析人
士指出，美古虽复交，但距离关系全面正常化
仍路途遥远。 两国关系正常化需要解决的核
心问题是， 美国全面取消对古经贸封锁并归
还非法占领的关塔那摩领土。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仅需单方面的努力
就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但它目前更愿意把精
力花在恢复互设使馆、 通过外交渠道对话等
表面文章上，以改善其在拉美地区的形象，而
真正威胁古巴主权完整和独立自主的“定时
炸弹”仍未拆除。

美国对拉美政策两面性未改

由于拉美一体化的推进和新兴经济体与
拉美关系的日益密切， 美国正逐渐失去在其
“后院”的传统霸权地位。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一直试图以委内瑞
拉为突破口，通过大打能源牌，阻碍拉美一体
化进程。美国一方面操纵国际油价暴跌，击垮
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委内瑞拉经济， 导致委

内瑞拉被迫缩减对外援助； 另一方面拉拢拉
美特别是加勒比国家，推出“中美洲和加勒比
清洁能源融资计划”，承诺巨额贷款，并提供
技术和政策援助。

美国的策略似乎已经取得一定效果。 低
油价导致委内瑞拉财政严重入不敷出， 今年
以来委政府已经削减了对加勒比国家的石油
援助计划下的供油量， 影响了相关进口国家
的经济增长， 一些国家不得不考虑“改换门
庭”。

博萨认为，美国当前对拉政策的特点
是，在表面上控制负面影响，同时采用更
隐蔽的方式或通过第三国对相关国家进行干
涉。

委内瑞拉政治学家巴西姆·塔赫尔迪内
说， 美国近期一边与委内瑞拉政府通过外交
渠道缓和关系， 一边又通过埃克森美孚公
司与圭亚那政府合作在委圭有争议海域
开采石油，使两国领土争端升级，其目的
是牵制委内瑞拉的发展， 从而阻碍拉美一体
化进程。

塔赫尔迪内指出，事实证明，美国和古巴
以及委内瑞拉表面的缓和都难掩其谋求霸权
的战略企图， 美国对拉美地区政策的双面性
将长期存在， 只不过为了减少国际社会的反
感，“明争”将逐步减少，而“暗斗”将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存在。

沪指六连阳暴涨 2.43%站稳 4100
� � 周四早盘，沪深两市开盘涨跌不一，沪指
小幅低开后迅速翻红， 之后震荡拉升欲上
4100 点，临近午盘涨幅扩大；午后开盘沪指
强势拉升，呈单边上扬趋势，冲上 4100 点最
高至 4132.61 点，权重股发力板块集体飘红，
近 300股涨停，临近盘尾冲高回落，涨幅略微
收窄。

截至收盘，沪指报 4123.92 点，涨 97.88
点， 涨幅 2.43%， 深成指报 13754.53 点，涨
337.99 点， 涨幅 2.52%， 创业板报 2967.95
点，涨 70.58点，涨幅 2.44%。

成交量方面， 沪市成交 7435.3 亿元，深
市成交 6545.1亿元， 两市共成交 13980.4 亿
元。

板块方面荩

次新股涨幅靠前，继峰股份、石英股份、
全筑股份、力星股份等 54股涨停，富临精工、

北部湾旅、王子新材等涨幅靠前。
通讯行业大涨，青鸟华光、三维通信、美

诺泰等 8 股涨停，大唐电信、信维通信、天孚
通信等涨幅靠前。

国企改革概念股强势飙升， 板块涨
3.07%，板块内，粤高速、粤水电、中粮生化、
中粮地产、国投新集、泰瑞科技、曲江文旅、中
华企业等 14股涨停，上海电气、新黄浦、四川
长虹、中通客车等涨幅靠前。

房地产板块强势，北辰实业、东华实业、
西藏城投、中粮地产等 18股涨停，湖南投资、
宁波富达、绵世股份等涨幅靠前。

后市展望荩

4000 点底目前已夯实，而市场利空也一
一破除， 预计短期内市场将维持震荡上行的
态势，今日沪指有望站上 4200，投资者可积
极布局近期热点如国企改革、 高送转和业绩

预增等概念个股。
在证金公司回应了减持传闻之后，A 股

近期利空可谓一一破除， 在赚钱效应的吸引
下，场外观望资金有望再度流入市场，投资者
可逢低布局有业绩支撑的个股， 但勿盲目追
高。近期市场热点轮流切换，在利好刺激和游
资关注下，深圳自贸区板块有望炒作，投资者
可关注相关概念个股。

分析师表示，市场数据显示，上周证券市
场保证金余额增加 998亿，但当周证券市场交
易结算资金较前一周减少 48亿，测算，上周机
构约流出资金约 1036亿。国家救市见成效，大
盘快速无量反弹，抄底机构三个交易日获利达
30%左右， 获利回吐是上周机构资金流出主
因，但较之前一周万亿的流入，上周机构资金
流出并不多，滞留二级市场还是大多数。 从市
场盘面来看，昨日股指收得放量中阳线，预计
短期市场还将继续上涨。

希腊议会
通过第二轮“以改革换救助”法案

� � 新华社雅典 7 月 23 日电（记者 陈占杰
刘咏秋）希腊议会 23 日通过了第二轮“以改革
换救助”法案，这是与债权人开始第三轮救助
谈判的先决条件之一。

这次通过的包括两个法案，一是批准欧盟
制定的《银行恢复及处置规则》，它规定在银行
破产的情况下， 储户 10 万欧元之内的存款不
受影响；二是民事司法改革法案，减少民事诉
讼花费的时间和资金。

议会约 300 名议员中，有 298 名议员参加
了投票。 在部分反对党议员的支持下，法案以
230 票赞成、63 票反对和 5 票弃权获得通过。
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党 149 名
议员中有 36 人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 与激进
左翼联盟党联合执政的独立希腊人党 13 名议
员投了赞成票。

俄罗斯
向国际空间站发射载人飞船

� � 新华社莫斯科 7 月 23 日电（记者 张继
业）俄罗斯航天部门 23日在位于哈萨克斯坦的
拜科努尔发射场用“联盟-FG”运载火箭发射载
人飞船“联盟 TMA-17M”，向国际空间站运送 3
名驻站宇航员。

据俄媒体报道，“联盟-FG” 火箭于莫斯科
时间 23日零时 3分（北京时间 23 日 5 时 3 分）
将载人飞船发射升空。 按计划，大约 5 小时 40
分钟后飞船将通过快速对接模式与国际空间站
实现对接。

此次飞赴国际空间站的是俄罗斯宇航员奥
列格·科诺年科、日本宇航员油井龟美也、美国
宇航员谢尔·林德格伦。 其中，科诺年科曾完成
两次国际空间站值守任务，共值守 391天。而油
井龟美也与林德格伦则是首次飞赴国际空间
站。在此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油井龟美也表
示将把日本传统食品寿司带到国际空间站请驻
站宇航员品尝。

按原计划， 此批值守宇航员应在 5月 26日
抵达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受 4月“进步-M27M”
货运飞船发射失败影响，载人飞船发射日期推迟
近 2个月。 目前在国际空间站值守的 3名宇航员
为俄罗斯宇航员根纳季·帕达尔卡、米哈伊尔·科
尔尼延科和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利。

土耳其
将加强对土叙边境的管控

� � 新华社安卡拉 7 月 23 日电（记者 邹乐
郑金发） 土耳其副总理阿林奇 22日晚表示，土
方将在不影响对难民救助的同时加强边境管
控， 以阻止有人经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加入极端
组织。

据阿纳多卢通讯社 23日报道，在靠近叙利
亚的叙吕奇镇日前发生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后，土政府 22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边境安全问
题。阿林奇随后对媒体表示，应该对恐怖主义威
胁进行系统的研究， 采取多项措施加强边境的
安保体系。

他说，土方将通过在边境设置紧急检查点，
增强边境通道控制， 阻止恐怖分子过境。 据报
道， 今年以来土耳其警方已逮捕了近 600 名可
能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联系的人员。

阿林奇还表示， 土耳其方面已与到访的美
国负责协调打击“伊斯兰国” 国际行动特使约
翰·艾伦将军达成协议，土方愿为联合打击极端
组织的行动做出更多贡献。

本月 20日，土耳其叙吕奇镇一文化中心发
生爆炸，造成 32人死亡、104人受伤。 据土耳其
总理达武特奥卢说，这起爆炸很可能是“伊斯兰
国”制造的自杀式袭击。

埃及尼罗河
沉船事故展开救援
� � 埃及内政部 23 日凌
晨发表声明说，22 日晚间
发生在尼罗河上的沉船事
故造成至少 19 人死亡。22
日晚，一艘载有 30 名乘客
的游船和一艘货船在开罗
以西的吉萨省沃拉格区水
域相撞，游船受损后沉没。

7 月 23 日，在埃及开
罗以西的吉萨省沃拉格区
水域， 民众在事故现场参
与救援。
新华社记者 潘超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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