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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0日，英国皇家空军
“红箭”特技飞行表演队飞过伦
敦白金汉宫上空。

当日，英国皇家空军在伦敦
举行成立100周年纪念庆典。

（新华社发）

英国皇家空军举行英国皇家空军举行
100100周年庆典周年庆典

7月11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当地民众跳起传统舞蹈，
欢迎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

当地时间7月11日10时许，执行“和谐使命－2018”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
方舟医院船缓缓驶抵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开始对巴新进行为期8天
的友好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这是和平方舟时隔4年再次到访巴新。

（新华社发）

7月10日，在泰国清莱，清莱府府尹那荣萨（右二）在新闻发布会上庆祝
救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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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泰国被困洞穴的少年
足球队13人全部获救

新华社记者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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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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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以总理为何赶在特朗普之前见普京

新华社莫斯科７月10日电（记者
胡晓光） 俄罗斯国防部 10 日发表声
明，否认最近在叙利亚境内特别是南
部德拉省有俄军人伤亡。

声明说，叙利亚境内的所有俄罗
斯军人“都健康地活着”，正在按计划
执行任务。

据塔斯社报道，此前，有媒体称
35名俄罗斯和叙利亚军人在叙南部遭

自杀式炸弹袭击丧生。
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天的声明中

说，这类“虚假信息”是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蓄意散布的。

近期，叙利亚政府军对德拉省的
武装组织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断
收复失地。与此同时，叙政府通过俄
罗斯与反对派谈判，德拉省多地的反
对派武装接连同意与政府和解

俄国防部否认

叙境内有俄军人伤亡

新华社平壤7月 11日电 （记者
吴强 程大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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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10日电（记者
周珺 郑江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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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 11日电
（记者杨舟 颜昊）泰国普吉府府尹
诺拉帕11日在游船翻沉事故救援情
况记者会上说，截至当天，事故已造
成46人死亡，其中45具遗体完成打
捞，另有１具遗体被船体压住。此外
仍有１人下落不明。

诺拉帕说，目前已有43具遗体完
成身份认证，被证实为中国公民，后续
将加快另两具遗体的身份确认工作。
他还证实，普吉府将向每名遇难者赔
付210万泰铢（约合43万人民币）。

泰国海军第三舰队副总指挥
乍龙蓬表示，当天将继续尝试打捞
被“凤凰”号船体压住的１具遗
体，也正在根据洋流方向搜救下落
不明的1人。

泰国海事厅第三区海事办公室
主任普利帕在记者会上说，如果11日
仍不能在海面发现失踪的1人，将考
虑把“凤凰”号船体翻开进行进一步
查看。

普利帕表示，因“凤凰”号船体为
本次事故的重要证据，对“凤凰”号船

体的移动将会十分慎重。目前需首先
与船主公司协调一致，之后方可购入
相关设备进行打捞，预计耗时在25
日以上，具体时间视天气情况决定。

另据普吉府警察局局长提拉蓬
介绍，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已逮捕
相关责任人，并传唤船主公司员工等
人员进行证据收集。针对“懒猫”公司
员工彭大迁被逮捕一事，他回应称，
彭大迁在事故发生后救人的行为值
得赞赏，但他作为“艾莎公主”号经理
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责任，因此遭到

逮捕。
提拉蓬还说，“凤凰”号打捞完成

后将对船体质量进行检查。如果确定
本次事故为人祸，无论责任人是政府
官员或是旅游从业者，都将进行追责。

当地时间5日 17时45分左右，
“凤凰”号和“艾莎公主”号在普吉岛
附近海域突遇特大暴风雨，船只发生
倾覆并沉没。“艾莎公主”号载有42
人，悉数获救，其中中国游客35人。

“凤凰”号上载有101人，其中游客89
人、67人为中国籍。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仍有１人生死不明
打捞“凤凰”号仍需时日

据新华社巴黎 7月 10 日电
（记者徐甜）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9日在巴黎同法国巴黎歌剧院
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于2019
年巴黎歌剧院成立350周年之际
共同建立面向全球开放的数字化
平台数字学院，以推动歌剧和芭蕾
舞等艺术的创作、传播和普及。

据悉，双方于2017年共同启动
了数字学院项目。根据9日签订的
协议，该项目的投资总额将达90
万欧元，由华为与巴黎歌剧院共同
出资。数字学院将被打造成一个汇
集艺术作品、资料档案以及教学等
互动内容的数字化平台，面向全球
所有希望深入了解歌剧和芭蕾舞

等艺术的团体和大众开放，并针对
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内容。

巴黎歌剧院副院长让－菲利
普·蒂埃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在华
为公司和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下，数
字学院这一全新平台将会提供以
教学为目的的内容，帮助大众了解
歌剧和芭蕾舞艺术”。

华为联手巴黎歌剧院打造数字学院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7月10日电
（记者荆晶）南非ER24急救机构10日
在推特上说，一架小型飞机当天下午
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坠
毁，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约20人
受伤。

据南非媒体报道，这架小型飞机
隶属于马丁航空包租公司。当天下午，
飞机从比勒陀利亚附近一机场起飞后
不久即撞上一栋建筑，随后坠毁。

ER24发言人拉塞尔·迈林接受新
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救援人员正
在事故现场抢救伤者，其中重伤者将
被送往约翰内斯堡的医院。

南非媒体援引南非民航局的话
报道说，调查人员已经抵达现场，
预计将很快公布坠机事故的初步调
查结果。

一小型飞机
在南非坠毁

至少１人死亡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0日电

（记者朱东阳 刘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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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就军费和经贸问题批评欧洲国家

新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