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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日是俄罗斯海军节，俄各海军
基地及各大城市都举行活动庆
祝这一节日。

上图：7月28日，参加海
上阅兵的舰艇编队在俄罗斯圣
彼得堡喀琅施塔得接受检阅。

左图：7月28日，俄罗斯
“喀琅施塔得”号潜艇在圣彼
得堡涅瓦河中接受检阅。

林 健摄 （新华社发）

俄罗斯庆祝海军节俄罗斯庆祝海军节

双方旧怨添新仇

“最强烈的言论。”法新社对巴勒斯
坦的决定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点燃巴勒
斯坦怒火的“导火索”，是以色列军队强
行拆毁数栋巴勒斯坦人房屋。

7月22日，数百名以色列士兵和警察
进入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控制区
苏尔巴赫尔村的瓦迪侯穆斯区，出动推土
机对12栋巴勒斯坦人的建筑进行拆除。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当局声
称，“被拆毁的建筑物在没有许可证的情
况下，建造得离隔离墙太近。拆除它们
是‘安全理由’所必需的。”阿巴斯谴责
以色列此举为“种族清洗行为”，表示巴
勒斯坦中止与以色列全部协议，原因在
于“以色列当局‘无视’与巴民族权力
机构签署的所有协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新社指
出，阿巴斯政府的表态是巴以关系数月
间恶化的结果。该报道称，除房屋拆迁
外，以色列开始每月从代表巴勒斯坦权
力机构收取的税款中扣除约 1000 万美
元，用于向以色列监狱中的囚犯及其家
属付款。阿巴斯政府则通过拒绝接受任
何税收来抗议以色列的举动。据以色列

《国土报》报道，目前以色列政府共扣留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税收高达 5 亿谢克尔

（约为1.38亿美元）。
此外，加沙边境地区多次爆发的流

血冲突事件，加剧了巴以紧张关系。自
2018 年 3 月底起，巴勒斯坦人定期在该
地区举行“回归大游行”抗议活动，与
以色列军警对峙。今年 5 月，抗议活动
引发新一轮武装冲突，造成 200 多人伤

亡，成为 2014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巴以
冲突。路透社近日援引一名加沙官员的
话称，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约有 210
名巴勒斯坦人被杀。

巴以旧怨未解，频添新仇。中国社
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院余国庆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事实上，巴勒
斯坦曾多次宣布停止与以色列政府的合
作或联系。阿巴斯政府此番态度强硬，说
明目前巴以没有任何官方接触的可能。双
方关系处于严重互不信任的最低谷。

对和平进程失望

“中止全部协议”意味着什么？英国
广播公司不无担忧地说：“过去 25 年
间，巴以签署的协议涉及许多活动领
域，包括安全合作。目前尚不清楚，巴
勒斯坦的决定是否会延伸到其对以色列
本身的承认，这是 1993 年 《奥斯陆协
议》 的关键。该协议为巴勒斯坦人在约
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的自治奠定了基础。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孙德刚向本报记者分析，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巴以之间达成了多项协议，包括
1993 年后达成的《奥斯陆协议》、《希伯伦
协议》、《怀伊河协定》等。作为弱势方，巴
勒斯坦缺乏反制以色列的手段，被迫以中
止全部协议相威胁，使巴以之间再次回到
无协议的“冲突状态”，以此阻止以色列采
取更多损害巴勒斯坦利益的做法。

有消息称，以色列拆除巴勒斯坦人
房屋后，美国在联合国两次拒绝了谴责
以色列的草案。余国庆表示，“美国一直
以来都是巴以关系最主要的调停者。如
今，这个‘调整者’成为完全和以色列

站在一起的‘偏袒者’。”
巴以冲突的根源在于领土争端。如

今，巴以和谈停滞已久，美国推出的所
谓“世纪协议”又搅乱一池浑水。阿巴
斯近日表示，“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不能
出售和讨价还价，它们不是房地产公司
的房地产交易。巴勒斯坦人民不会接受
以色列占领现状的延续，也不会接受美
国支持的所谓‘世纪协议’和平进程。”

“‘世纪协议’试图以经济援助为
诱饵，使巴勒斯坦放弃政治诉求，遭到
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抵制和反对。”据
孙德刚分析，美国政府近年来偏袒以色
列的一系列政策，如宣布承认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首都、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
冷、加大对以色列援助和军事合作、承
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等，使巴勒
斯坦丧失了对美国政府的信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李伟建
也指出，美国的偏袒使以色列更加肆无
忌惮。巴勒斯坦强硬表态的背后，是对
中东和平进程的失望。

核心问题“边缘化”

据“德国之声”电台报道，以色列
拆除巴勒斯坦人房屋的举动受到了欧盟
和联合国的抨击，被谴责“违反了国际
法”。据悉，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
五国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的拆除行
为给“普通的巴勒斯坦人造成了不必要
的痛苦，对和平进程有害”。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阿巴斯表示，
巴勒斯坦人民若不能获得他们的全部权
利，地区和世界就没有和平、安全和稳

定。同时，他还表示仍然相信“全面、
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巴以问题虽然有‘边缘化’趋势，
但它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该问题若一
直得不到解决，会引发更多的矛盾和冲
突。”李伟建指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依
据自身利益规划和平进程，增加了巴以
问题的解决难度。目前来看，解决该问
题的条件和环境都不成熟。最好的情况
就是维持现状，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余国庆认为，若巴以重启新一轮谈
判，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美国
做出公平公正的新姿态，在关注以色列
安全的同时，也要关注巴勒斯坦人的命
运。二是巴勒斯坦内部要加强团结，一
致对外。在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三
方形成良性互动的情况下，和平进程才
有望重新开启。

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阿巴斯领导
的巴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赫） 与巴伊斯
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展示出合作意
愿。在 7 月 25 日的紧急会议上，阿巴斯
提出“是时候执行”2017 年签署的开罗
和解协议。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支持
阿巴斯决定暂停与以色列的所有协议，
称“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同
时呼吁“组建民族团结政府”。

孙德刚表示，巴以问题是中东热点
问题的根源和重中之重。打破和平僵局
还需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根据安理会
通过的有关巴以问题决议为基础，在

“两国方案”的框架下，通过政治手段一
揽子解决。

上图：5 月 10 日，在约旦河西岸城
市纳布卢斯附近，巴勒斯坦示威者向以
色列士兵投掷石块。 新华社发

近期，美国频频施压世界贸易组
织，要求改革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的划分。此前，美国还多次
阻挠世贸组织的司法任命，导致上诉
机构因人手不足面临停摆窘境，引来
成员国普遍不满。

频频蛮横施压

近来，美国对世贸组织频频发
难。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2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若 90 天内，世贸组织未对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过时”二分法
做出实质性改革，美方将不再承认任
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地位。美国
认为世贸组织的划分标准给一些国家
提供了不公平的优惠待遇。

美国这一声明引起一片反对声。
《纽约时报》 评论称，特朗普政府针
对发展中国家条款的行动，可能挑起
一场全球战争。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
27 日表示，新加坡虽在世界贸易组
织具有“发展中国家”地位，但并未
在谈判协议中，利用世贸组织特殊和
差别待遇所提供的灵活性获得不公平
优势。

此外，美国还试图阻挠世贸组织
内部司法任命，导致世贸组织上诉机
制陷入瘫痪。自 1995 年世贸组织成
立以来，世贸组织上诉法院对争端国
家向世贸组织提起的诉讼拥有最终裁
决权，体现了世贸组织的权威性。但

在过去两年里，特朗普一直阻止任命
新法官来填补法官退休留下的空缺。

114 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在今年 6
月底联合发表声明，要求美国立即停
止对世贸组织司法任命的阻扰。有些
国家已经开始采取应对措施。英国

《金融时报》 7 月 26 日报道，欧盟和
加拿大同意建立一个新的贸易争端解
决机制，作为濒临崩溃的世界贸易组
织上诉法院的临时替代机构。

国内政治驱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
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表示：“尽管被美国点名的发展中
国家取得了发展，但发展中国家特性
还是很明显。而且，1986 年关贸总
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发展中国
家的差别待遇已经比较小了。”

“近期，特朗普政府频频向世贸
组织提出无理要求，其背后是国内政
治驱动。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即将
来临，特朗普政府打出贸易保护主义
的牌寻求连任，将美国的贸易问题归
结于外部，比如‘不公正的’世贸组
织规则。”王勇认为，美国的这种做
法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完整性造成了很
大威胁。

此外，分析还指出，美国此举也
是对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贸易谈判
施加更大压力，目的是试图制服一系
列贸易对手。

“欧盟和加拿大即将建立的贸易

争端解决机制是对特朗普阻挠法官任
命的抗议，反映了欧盟和加拿大支持
多 边 主 义 贸 易 规 则 和 世 贸 组 织 权
威”，王勇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世贸
组织频频施压削弱了其权威性。

世贸组织危矣

近期在法国召开的七国集团财长
会对当前形势表达了担忧。负责贸易
事务的欧盟委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
特伦表示：“世贸组织陷入了重大危
机。我们得承认这一点。”

“美国是在索要世贸组织无法给
予的东西。”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德
里克·西瑟斯说。此前，特朗普政府
曾多次以“退群”施压世贸组织改
革。王勇认为：“按照美国现在国内
政治的发展逻辑，美国‘退群’也不
会令人惊讶。”美国 《华尔街日报》
报道指出，目前还不清楚世贸组织对
美国的最新威胁会如何反应。

特朗普政府一再批评世贸组织
“对美国不公”，动辄绕开世贸组织的
规则，不顾世贸组织的原则，依据国
内法对其他贸易伙伴实施单边制裁。
对世贸组织这一全球最重要多边机
制，美国采取的是“合则用不合则
弃”的不负责任态度，世贸组织面临
巨大挑战。王勇指出，世贸组织目前
最急迫的问题是需要改进多边贸易规
则以适用于全球经济变化和新的商业
业态，还要完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
制，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止全部协议 和平进程停滞

巴以关系倒回“冲突状态”
本报记者 李嘉宝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7 月 25
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召开紧急
会议，决定中止与以色列签署的全
部协议。该决定于次日正式生效。
此举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对巴以关系
及和平进程的担忧。

美国又向世贸组织发难
胡瑞宁

美国又向世贸组织发难
胡瑞宁

7个月

随着最后一个合龙节段混凝土的浇筑，中老铁
路老挝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7月 28日成功合龙，
实现全桥贯通，比计划工期提前7个月。

中老铁路两座跨湄公河特大桥实现首桥合龙和
贯通，标志着中老铁路2019年土建工程取得关键性
胜利、中老铁路工程建设取得重大成果。

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位于世界文化遗产琅勃
拉邦古城北部，横跨流经老挝全境的湄公河，全长
1458.9 米，共计 34 跨，5 个主桥墩均位于湄公河
中，为全线施工难度最大、技术最复杂的桥梁。

中老铁路北起两国边境，南抵万象，是第一个
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中老共同运营并与中国铁路
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项目。线路全长 414公里，
其中桥梁长度近62公里，隧道长度近198公里。中
老铁路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2016
年12月全线开工，计划于2021年12月建成通车。

两颗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8日报道，伊朗将于近期发
射两颗国产人造卫星。

报道援引伊朗空间研究中心负责人哈迪·礼萨伊
的话说，两颗伊朗国产人造卫星的发射准备工作已
进入最后阶段。这两颗卫星分别是测量卫星和通信
卫星。卫星的研发工作完全依靠本国科研团队自主
完成。今年初，伊朗使用国产运载火箭发射一枚人
造卫星，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伊朗曾进行过数
次航天发射活动。美国认为运载火箭与弹道导弹技
术相通，多次表示反对伊朗进行卫星发射活动。

200人

据印度媒体报道，截至27日，印度东北部和东
部地区的洪灾已造成超过200人死亡。报道说，由持
续强降雨天气引发的洪灾从本月中旬开始。受灾最
严重的比哈尔邦已有超过120人死亡，而阿萨姆邦
死亡人数也升至80人以上，米佐拉姆邦和北方邦也
有多人死于洪灾。

阿萨姆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该邦下辖的
30多个行政区中有20个地区受到洪灾影响，受灾人
数超过380万。比哈尔邦也有12个地区遭到洪水侵
袭，受灾人数超过810万。目前，这两个邦已安排
上千个救援营地为灾民提供避难场所，超过40支救
援力量的上千名救援人员正在灾区展开救援工作。鉴
于天气条件仍未明显改善，灾情还未获得有效控制。

5名

摩洛哥内政部27日发表公报说，摩洛哥中央司
法调查局当天在北部城市丹吉尔附近逮捕5名与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人员。公报说，这5人的年
龄在 24岁至 36岁之间，调查显示他们与“伊斯兰
国”支持者联络，企图在摩洛哥一些重要场所发动
恐怖袭击。公报说，摩洛哥司法部门正在对此案进
行进一步调查。

2003年 5月，摩洛哥北部重镇卡萨布兰卡发生
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摩洛哥此后采取预
防性反恐措施，成效显著，捣毁数十个恐怖主义团
伙，抓获数百名涉恐嫌疑人。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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