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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理频繁访俄
用意耐人寻味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1日访问莫斯科，这也是
今年以来内塔尼亚胡第三次访俄。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
铁杆盟友，以色列总理频繁接触遭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
其用意耐人寻味。

更值得玩味的是，内塔尼亚胡此访距离美俄首脑赫尔
辛基会晤仅有５天时间。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跳过美国
直接同俄罗斯就中东问题协调立场，透露出以色列对特朗
普能否在美俄首脑会晤中维护其利益有些吃不准。

★国际深读★

能否投桃报李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新闻处１０日
发表声明说，普京和内塔尼亚胡将在会
谈中讨论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包括解
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方案和叙利
亚局势，而外界推测，双方很可能在叙
利亚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

当前，叙利亚西南德拉省战事正
酣，该省西邻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
战事导致上万民众涌向叙以边境，对以
色列边境安全构成压力。鉴于俄罗斯
在叙南部的实际控制力，以色列有意争
取俄罗斯支持，以缓解边境安全威胁。

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往莫斯科
之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１０日在
视察戈兰高地时突然公开表示，以色列

“不排除”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建立某
种关系的可能性。此番表态被外界解
读为，以色列可能会容忍巴沙尔政权的
存在。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一直坚持要求
巴沙尔下台，此次以色列在巴沙尔政权
去留问题上给出不同的暗示，实际上是
迫于叙利亚战局发展和现实安全威胁
做出的妥协，同时也向俄罗斯发出试探
信号。

今年以来，叙利亚政府在俄罗斯、
伊朗等方面支持下，在打击反政府武装
的军事行动中取得节节胜利，把反政府
武装赶出首都大马士革郊区，消除大马
士革安全威胁，从反政府武装手中收复
全国大部分领土。

近日，叙政府军即将从反政府武装
手中收复靠近戈兰高地的一片战略要
地，以色列为此明确提出，希望俄罗斯
约束叙政府军，迫使后者遵守1974年达
成的以叙两国军队在戈兰高地“脱离接
触协定”，不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
挺进。

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他在访俄期
间还将重申伊朗必须从叙利亚全境撤

军的要求。但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对
伊朗缺乏足够影响力，不足以左右伊朗
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国家战略。因此，俄
以两国不大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实
质性突破。

以美不同调

这是内塔尼亚胡今年以来第三次
访俄，前两次访问是在２月10日和５月
９日。内塔尼亚胡和普京还经常进行
电话联系，讨论叙利亚局势和其他问
题。根据公开报道，两人最近一次电话
联系是在６月15日。

以色列一直被视为美国在中东地
区的铁杆盟友，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力
挺以色列，包括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首都和把美国驻以大使馆迁
到耶路撒冷。在当前美俄对立的背景
下，以色列和俄罗斯之间的热络被认为
有些不搭调。

特朗普和普京即将于１６日举行
会晤，叙利亚问题将是主要议题之一。
按照西方国家外交惯例，内塔尼亚胡此
时更应前往华盛顿同特朗普会谈，就叙
利亚问题协调两国立场，以确保特朗普
在与普京会晤时顾及以色列的安全利
益。

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赶在特
朗普之前见普京，暴露出以色列对于特
朗普能否在美俄首脑会晤中准确转达
以方关切，以及美国将来在叙利亚问题
上能否切实维护以色列利益抱有“吃不
准”的心态。所以，内塔尼亚胡选择此
时前往莫斯科，就是为了亲自表达以色
列立场，争取同俄罗斯达成某种共识。

此外，2015年９月俄罗斯军事介入
叙利亚局势之后的形势发展也让以色
列意识到，俄罗斯已经成为掌控叙利亚
局势的最重要外部力量，以色列必须同
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才能确保叙利亚
局势不会朝着威胁以色列安全的方向
发展。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
委员会主席容克 10日在布鲁塞
尔签署了一份关于北约与欧盟
合作的新联合声明。

声明指出，2016年，欧盟和
北约领导人在华沙签署联合声
明，决定加强双方合作，促进欧
洲－大西洋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两年来，双方在地中海海上
安全、应对混合战争威胁、维护
周边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取

得了长足发展。
声明说，欧盟和北约签署新

联合声明，旨在重申合作的必要
性。未来，双方还将在军事机动
性、反恐，应对化学、生物、放射
性与核风险，妇女和平与安全领
域取得合作。

声明表示，欢迎欧盟加强安
全和防务的努力，北约作为全体
盟国集体防御的基石，将继续发
挥其特殊作用。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新联合
声明表明了两大组织深化与扩
大合作的愿望，北约对欧洲－大
西洋安全至关重要，在英国退出
欧盟后，北约 80％的国防开支
将来自非欧盟国家，北约需要确
保非欧洲盟国充分参与合作。

图斯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新联合声明将欧盟与北约的
合作提升到一个新水平，非北约
成员的欧盟国家将被纳入全面
合作之中。

欧盟与北约签署新联合声明加强双方合作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日就军
费和经贸问题再次批评欧洲国
家，认为美国为北约承担的军费
过多。

据白宫记者团提供的现场
实录，特朗普当天在启程前往布
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在
防务问题上，美国对北约贡献良
多，承担了至少 70％的开支，而

欧洲国家付出太少，自己此次将
和 这 些 国 家“ 商 量 出 解 决 办
法”。在经贸问题上，美国去年
对欧盟贸易逆差高达 1510亿美
元，显示美国正在被欧盟“利
用”。

出席北约峰会后，特朗普将
访问英国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

晤。特朗普表示，相比北约内部
的一系列问题和英国因高官纷
纷辞职而陷入的“混乱局面”，俄
罗斯也许是此行中最简单的一
个问题。他称，俄罗斯是美国的
竞争对手，两国和睦相处并非坏
事，但自己尚不知俄总统普京是
敌是友，需要视自己和普京的会
面情况而定。

特朗普就军费和经贸问题批评欧洲国家

正在朝鲜访问的联合国负
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马
克·洛科克 11日在平壤表示，朝
鲜在人道主义领域取得许多进
步，但仍面临许多挑战，联合国
将加大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

洛科克当天在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驻平壤办事处召开记者
会时作出上述表态。他说，联合
国目前对朝援助重点包括让会

员国捐助一笔1.1亿美元人道主
义资金，以缓解朝鲜儿童营养不
良、缺乏安全饮用水及药品短缺
等方面问题。

洛科克９日抵达平壤开始
对朝鲜进行为期４天的访问。
此访是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
务的副秘书长时隔近７年再访
朝鲜。2011年 10月，时任联合
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

长瓦莱丽·阿莫斯对朝鲜进行为
期５天的访问。

访问期间，洛科克与朝方官
员举行会谈，并考察、调研联合
国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情况以
及朝鲜人道主义方面实际需求
和面临的挑战。

11 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
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在平
壤会见洛科克。

联合国高官表示将加大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

据巴基斯坦媒体 11日凌晨
报道，巴基斯坦人民民族党 10
日晚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
省首府白沙瓦举行的政治集会
上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
包括该党领导人哈龙·比洛尔
在内的 13人死亡，另有 47人受
伤。

当地警方向媒体表示，为给
该党竞选造势，人民民族党 10
日晚举行集会。一名自杀式袭
击者在集会上悄悄接近比洛尔

并引爆了携带的爆炸物，爆炸造
成比洛尔等多人身亡。

当地医院的一名发言人表
示，爆炸目前已造成 13人死亡、
47人受伤。

爆炸事件发生后，巴安全
人员和救援人员紧急赶赴现
场。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袭
击者使用了至少８公斤爆炸
物。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
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

巴基斯坦过渡政府总理穆
尔克及各主要政党领导人均谴
责这起袭击事件。巴基斯坦选
举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拉扎汗
说，袭击是企图阻挠自由公平举
行大选的“阴谋”。

今年５月，巴基斯坦总统侯
赛因批准了选举委员会递交的
文件，决定于７月 25日举行国
民议会选举，产生巴基斯坦新的
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并在此基础
上组建新一届政府。

巴基斯坦一政治集会遭自杀式袭击13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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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泰国清莱洞穴的最后４名
少年足球队员及１名教练于 10日被
成功救出。至此，自６月23日来被困
洞穴的13人已全部获救。

泰国救援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19名国际顶级洞穴潜水专家及
泰国海军救援队员 10日早上开始进
洞救援。此外，100多名来自中国、美
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救援人员参与运
送氧气瓶等救援物资。

据泰国救援队说，当天救出的５
人身体状态良好，此前被救出的８名
少年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身体、精神
状况良好。泰国卫生部副部长杰萨
达10日说，被救人员将在医院接受至
少７天的隔离治疗。

12名年龄在 11岁至 16岁之间的
泰国少年足球队员和１名教练６月
23日进入清莱一处洞穴后与外界失
去联系。来自多国的 1000多名救援

人员经过10天的搜寻，终于在７月２
日晚在距洞口约４公里处发现被困
人员。救援人员为营救被困人员昼
夜不停进行准备，并制定了周密计
划。

营救行动从８日开始，分为三批
次，每次行动相隔 15小时，确保 19名
专业进洞救援人员进行休整和增加
补给。

此处洞穴全长超过10公里，洞内
地形复杂。由于泰国正值雨季，洞内
多处被水淹没，水中淤泥堆积，能见
度极低，狭窄难行，救援工作异常艰
难。

一名参与救援的前泰国海军特
种部队成员６日在执行运送氧气瓶
的任务时因缺氧和过度劳累而窒息
身亡。参与此次救援的中国洞潜专
家说，此次救援行动是世界上难度最
大、风险最高的营救行动之一。

被困泰国洞穴的少年足球队被困泰国洞穴的少年足球队1313人全部获救人全部获救
77月月1010日日，，在泰国清莱在泰国清莱，，清清

莱府府尹那荣萨莱府府尹那荣萨（（右二右二））在新闻在新闻
发布会上庆祝救援成功发布会上庆祝救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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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邢台宏锦货物运输有

限公司冀EH9008营运证
丢 失 ，营 运 证 号 ：
130521014182，声 明 作
废。

声明
邢台路易通货物运输

有限公司冀 EHB29 挂营
运 证 丢 失 ，营 运 证 号 ：
130521008028，声 明 作
废。

声明
邢台万马物流有限公

司车辆冀 E5B55 挂不慎
将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
130521001473，声 明 作
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