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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 9日说，他和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
将在11月6日美国中期选举后举行。

特朗普当天在前往艾奥瓦州参
加集会活动途中对媒体表示，他与金
正恩的第二次会晤将在美中期选举
后举行，自己现在忙于选举事务，无
法抽身外出。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
媒体表示，国务卿蓬佩奥访朝期间和
金正恩的会谈“非常好”，美朝正就会
晤制定计划，目前有三至四个备选地
点，但会晤不太可能再次在新加坡举
行。

蓬佩奥随后也对媒体表示，自己

此次访朝取得了“真正的进展”，虽然
双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已能看到
实现朝鲜全面弃核的路径。

蓬佩奥本月7日结束对朝鲜的访
问，当天他与金正恩会晤三个半小时
左右。分析人士认为，蓬佩奥这次访
朝意在寻求弥合美朝分歧，为酝酿中
的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打前站”。

今年 6月，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
加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就“建立
新的朝美关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
持久稳定和平机制”达成一致。特朗
普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
则重申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
核化”。

特朗普表示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在美中期选举后举行

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 9
日表示，美国与中国应致力于消除彼
此竞争中的有害因素，实现双方竞争
良性化。

赖斯当天在出席美中关系全国
委员会就美中关系举办的对话活动
时作出上述表示。赖斯说，美中两国
间确实存在竞争，但这种竞争关系并
不意味着要具有冲突性，双方需要消
除竞争中的有害因素，在可以合作的
领域展开合作，在必须竞争的领域展
开竞争，但双方行为方式应让世界更
加安全和繁荣。

赖斯说，美国政府不应视关税为
唯一手段，放宽政策、鼓励中资企业
赴美投资等都是很好的办法，这也符
合中国企业对全球投资的兴趣，这些
措施能避免双方在关税问题上陷入

“以牙还牙”的局面。
赖斯指出，自由和公开的国际贸

易会使国际经济更好，加征关税不符
合任何一方利益。美中可以实现共
赢，但需要对等互惠。赖斯对中国推
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
行）表示赞许。她说，“亚投行领导层
努力保证透明度并采用国际标准，同
时向世界银行等机构寻求很多建
议。世界需要基础设施，只要保证行
事透明，这可以成为合作的领域，希
望美国能重新考虑加入亚投行。”

赖斯表示，历史经验表明，美中
两国虽然在一些领域存有分歧，但
双方在众多领域有着合作需求，美
中应加强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并就
分歧领域进行坦诚对话，以谋求问
题的解决。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表示
美中应致力于实现良性竞争

法国巴黎警察局 9 日发布公告
说，警方抓获了一个专门暴力抢劫华
侨华人的犯罪团伙，目前在对11名涉
案人员进行讯问。

公告说，该团伙在8月19日至10
月 2日期间实施了 13起针对华侨华
人的暴力抢劫。巴黎警方8月接到数
起报案，其作案手法类似，这些案件
随后交由巴黎北郊的奥贝维利耶市
警察局调查。

据调查，该犯罪团伙通常在受害

者驾车离开工作地点或餐厅时进行
跟踪，在其抵达住所后实施暴力抢
劫。受害者均为当地华侨华人。

公告说，警方通过分析作案手
法、地点及时间，最终锁定了一个由
11人组成的犯罪团伙。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官员 9 日表
示，使馆方面已接到巴黎警方有关这
一案件的情况通报。使馆再次提醒
在法华侨华人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人
身安全。

巴黎警方抓获一抢劫华侨华人犯罪团伙
两月间实施13起针对华侨华人的暴力抢劫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
将于年底离职

美国总统特朗普 9日说，美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将于今
年年底离职。

特朗普说，黑莉大约在 6个
月前就向他提出希望任职美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2年后离任，她

将于今年年底离职。
特朗普说，他可能在未来两

三周内宣布接任人选。
黑莉表示，提出离职并非出

于个人原因，她相信岗位轮换的
重要性。她还未确定接下来的

工作计划，但不会参加 2020 年
美国总统竞选，届时她将支持特
朗普竞选连任。

黑莉现年 46 岁，曾任美国
南卡罗来纳州州长，2017年1月
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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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优先”的急先锋

成为美国“代表”

黑莉 1972 年 1 月生于南卡
罗来纳州班伯格市，父母是印度
裔移民。黑莉获得克莱姆森大
学会计学士学位后，曾在多家企
业就职，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2004年，黑莉当选南卡罗来
纳州众议员，此后两度连任。
2010年，黑莉成为南卡罗来纳州
第一位女性州长，并在 2014 年
连任。2016 年 11 月，在总统选
举中获胜的特朗普宣布，将任命
黑莉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此
后，她轻松通过参议院批准程
序，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高调宣
誓就任。

在任内，黑莉奉行“美国优
先”政策，在朝核、伊核、巴以等
问题上坚持强硬的单边主义立
场，并被广泛视为在美国退出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的研究机构国际危机组织专家
斯蒂芬·庞珀认为，黑莉非但未
减缓美国外交的单边主义趋势，
且在一些事件中成为问题的一
部分。“‘记下’在联合国大会对
美国提出批评的国家的名字、用
对外援助换取一些国家在联合
国的投票中支持美国，这一套做
法都是错误的，让美国看起来像
个赤裸裸的不守规矩的国家。”

单边主义不得人心，黑莉的
“交易艺术”也越来越显无力。
她无法让安理会其他成员同意
在决议中批评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也无法说服英法这类

传统盟国支持美国对伊核协议
的批评。美国政治网站评论说：

“黑莉的联合国经历告诉人们，
想通过公共外交欺负包括盟国
在内的其他国家必将失败。”

虽然遭到不少批评，但对黑
莉个人来说，担任常驻联合国代
表一职为她的履历增光，使她成
为美国目前保守阵营中兼具内
政和外交资历的中坚人才，女性
和少数族裔的身份也给她加分，
她甚至一度被特朗普列为国务
卿人选。

美媒分析说，黑莉现在进可
攻退可守，政治前途无量。其政
策立场符合共和党的主流，有朝
一日入主白宫也并非没有可
能。不过，黑莉9日表示自己不
会参加 2020 年总统选举，届时
她将支持特朗普竞选连任。

辞职引发猜想

黑莉突然宣布辞职，令外界
感到意外，其原因也众说纷纭。
在与特朗普一同面见媒体时，黑
莉表示，提出辞职并非出于个人
原因，她相信岗位轮换的重要
性。美媒认为，特朗普专门在白
宫为黑莉的辞职召开记者会，称
赞她的工作表现，黑莉也投桃报
李，称会为特朗普助选，这表明
双方应该没有“交恶”。

但种种迹象显示，黑莉在诸
多 问 题 上 与 特 朗 普 并 不“ 合
拍”。在总统选举期间，她在共
和党内初选时先后支持鲁比奥
和克鲁兹，并对特朗普的多项政
策提出批评。即便在特朗普赢
得初选后，黑莉也表示，她虽然

会在大选中投票支持特朗普，但
并不是其“粉丝”。她在出任常
驻联合国代表后还公开表示，不
认同特朗普颁布的“禁穆令”，认
为不应以宗教和出身区分移民。

有专家认为，黑莉辞职意在
与特朗普政府拉开差距，为自己
未来的政治生涯铺路。美国圣
安塞尔姆学院助理教授克里斯
托弗·加尔迪耶里说，实现政治
抱负是黑莉辞职的一大因素。
南卡州政治学教授乔丹·拉古萨
也认为，黑莉辞职最可能的解释
就是想离特朗普政府远一些，以
便自己日后参选美国总统。

黑莉突然辞职让国务院和
国会两党措手不及。国务卿蓬
佩奥对媒体表示，黑莉是个“好
搭档”。参议院外事委员会资深
民主党议员鲍勃·梅嫩德斯则发
表声明称，此举再次反映出美国
政府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混乱局
面，他对黑莉留下的职位空缺和
她的离职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影
响“深感担忧”。

谁会接替黑莉？特朗普说，
他可能在未来两三周内宣布接
任人选。

一些美国专家认为，黑莉的
接班人需满足以下条件：对外立
场强硬、忠实执行特朗普的外交
策略、能与蓬佩奥及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有效合作。

专家指出，即便黑莉外交立
场强硬，但相比特朗普政府中的
部分官员，她仍算是“稳健中间
派”。政治网站更认为，在美国
政坛鹰派得势的今天，联合国很
可能迎来一位比黑莉更强硬、对
多边规则更无视的美国代表。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首位女性州长、保守派年轻力量中坚、
美国屈指可数的女性常驻联合国代表之一……妮基·黑莉身上
有不少令人瞩目的标签。

美国总统特朗普 9日说，这位女外交官将于今年年底离职。舆
论认为，她的离职带不走“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其继任者或许更为
强硬。

天下天下
人物人物

10月9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巴板机场，工作人员运输援助物资。
中国政府向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地震海啸灾区提供的首批人

道主义援助物资9日下午抵达印尼的巴厘巴板机场。

中国政府首批人道主义
救灾物资运抵印尼

·本版稿件均综合新华社消息·

图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图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黑莉表黑莉（（左左））在位于纽约的联在位于纽约的联
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的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的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99月月55日摄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