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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安卡拉7月13日电（记者
施春 秦彦洋）第四架装载 S-400 型防
空导弹系统的俄罗斯货机 13日飞抵土
耳其首都安卡拉。土国防部前一日宣
布，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型防空导弹
系统首批设备当天运抵安卡拉附近的
穆尔特德空军基地。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先前多次威
胁制裁的背景下，土耳其坚持从俄罗斯
购买 S-400 系统，恐难免遭到美国制
裁。考虑到多种因素，美方或将采取相
对温和的制裁方式。

●土方高调展示
土国防部12日特地安排媒体记者前

往穆尔特德空军基地采访报道，并于当天
下午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接收S-400的
图片和视频。据土媒体报道，S-400交付
过程预计将持续到今年10月，一套将部
署在首都安卡拉附近，另一套将部署在土
东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

土耳其是首个购买S-400系统的北
约成员国。土耳其最初寻求购买美制

“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但美国时任总
统奥巴马没有能够说服国会批准这项交
易，土耳其转而向俄罗斯采购S-400系
统。美方以S-400系统与北约防空系统
不兼容并可能危及美制F-35型战机安
全为由，多次要求土方取消S-400订单，
改为购买美制“爱国者”，并威胁对土方

施行制裁、暂停向土方交付F-35战机零
部件并暂停F-35项目合作。

土国防部长阿卡尔 12日与美代理
国防部长埃斯珀通电话时表示，土方坚
持继续参与 F-35 战机研发项目，并将
继续研究美方有关购买“爱国者”系统
的提议。他还强调，S-400系统对美国
和北约成员国完全不构成威胁。

分析人士认为，土方对接收 S-400
系统进行高调展示，凸显其在此问题上
的坚定立场。在与俄方进一步靠近的
同时，土耳其也不希望土美关系恶化，
释放了与美国进行对话与合作的信号。

●美方谨慎应对
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在 S-400 首

批设备运抵安卡拉后对土方进行了谴
责，并呼吁立即对其实施制裁。但白
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却保持沉默，截
至目前没有任何表态。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
交委员会领导层 12 日发表联合声明
称，土耳其购买 S-400 系统的行为对
F-35项目构成威胁，表明土俄在战略
上靠近，国会要求总统特朗普在《以
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 框架内对土进
行制裁，并要求国防部禁止土参与F-
35项目。

近几个月来，土耳其采取措施试图
避免制裁或削弱制裁力度、推迟制裁时

间。土方首先是争取特朗普的理解。
在 6月召开的G20峰会上，土美元首举
行双边会晤讨论了 S-400 等议题。土
总统埃尔多安在会晤后说，特朗普认为
制裁土耳其有失公允，美方正在考虑制
裁以外的其他选项。此外，土方还提议
土美成立联合委员会研究解决 S-400
系统技术争议问题，并计划暂缓启用
S-400系统。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土耳其从俄罗
斯购买S-400系统已构成美国实施制裁
的条件，但目前制裁仍存在一定变数。

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中东项
目主任阿伦·斯坦表示，土耳其受制裁
或许不可避免，但问题是制裁力度会有
多大以及会在何时实施。特朗普本人
将成为实施制裁的不确定因素。

土安全问题专家梅廷·居尔灿认
为，美国国会很可能在对土制裁时间上
展现出灵活性，但制裁难以避免。一旦
制裁启动，土美关系将倒退，不仅会影
响到 F-35 项目，还会影响到两国其他
领域合作。

美军长期使用土境内的因吉尔利
克基地并在基地内储存核武器。专家
认为，考虑到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同时
也担心制裁力度过大将导致土耳其收
回因吉尔利克基地使用权，美国可能会
对土实施相对温和的制裁。

新华社纽约7月13日电（记者长远王文）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地区13日晚突发大面积停
电，数万居民、商户和部分交通设施受到影响。

停电发生在当地时间 13日晚 7时左右，
停电导致餐厅、商店等暂停营业。以夜景著
称的时报广场大多数LED大屏幕断电，周边
百老汇的大部分歌剧院暂停演出，帝国大厦
等标志性建筑一片黑暗，位于洛克菲勒中心
的某些电视台不得不使用发电机临时供电。

停电还导致部分路段交通信号灯失灵，
部分地铁线路停运。

负责纽约地区电力服务的纽约爱迪生
联合公司称，停电影响约 4.2 万用户。部分
媒体则表示，停电影响到9万用户。

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在推特上说，警方
已经确认这次停电并非有人故意造成，而是
检修孔着火导致。

当晚 10 时左右，纽约爱迪生联合公司
说，上西区的供电已经恢复，预计全部供电
会在午夜恢复。

纽约州州长科莫13日晚表示，停电暂未
造成人身安全事故，但这件事发生本身是无
法接受的。他已经要求相关部门彻查事故
发生原因，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 王
雪梅）日本和韩国政府代表 12 日在日
本首都东京举行工作级对话，没有就
解决双方贸易摩擦取得进展。这还不
算，双方 13日谈及前一天的对话，对
会议性质、韩方代表是否要求日方撤
销出口管制等各执一词，争吵越发激
烈。

争吵原因之一是，韩方声称 12 日
向日方提出撤销管制的要求，日方否认
韩方提出过这一要求。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一名官员 13
日说，韩方“在昨天的会议上清楚地要
求日方撤销贸易限制，就这一点不应该
与日方有误会”。另外，一名韩方代表
13日离开东京回国前告诉媒体记者，韩
方在会议中对日方做法表示遗憾，要求
日方撤销管制。

然而，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岩松润

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审视了会议记
录”，韩方不曾向日方提出“要求撤销
（管制）的明确意见”，而只是要求日方
解释出口管制的原因。

争吵原因之二是，12日会议的“性
质”究竟是日韩互相磋商，还是日方向
韩方作出解释。

按照岩松润的说法，“会议的性质
不是磋商，而是日方收到韩国政府要求
后作出解释的一个场合”。至于韩方官
员描述会议是“磋商”，日方对这一说法

“想予以纠正”。
日方声称向韩方作出全面解释，并

且在实施管制前通知过韩方，而这两个
说法均遭韩方否认。韩方质疑日方出
口管制措施，要求日方拿出令人信服的
证据或理由。

争吵原因之三是，双方就韩国是否
提议再次举行磋商说法不一。

按照日方的说法，韩国方面没有提
议再次举行磋商。韩方却坚称，已经

“多次提议”在 7月 24日以前举行新一
轮对话，只是日方没有明确表示是否会
接受提议。

路透社报道，12日会议在一间小会
议室里举行，双方没有打招呼，日方代
表在韩方代表入场时既没有站立也没
有鞠躬。日本方面后来解释，双方代表
会议前见过面，打过招呼。

韩国媒体报道，韩方代表受到冷
遇，会议在一个像“车库”的房间里举
行。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双方代表互
不对视，开场时没有握手问好。

日本方面宣布实施出口管制后，韩
方多次呼吁日方撤销出口管制并指责
日方报复韩国法院判处日企赔偿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强征的韩国劳工。
日方否认“报复”，拒绝撤销管制。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 王
逸君）美国国会众议院 12 日表决通过
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及其修正
案，限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没
有得到国会授权情况下对伊朗动武的
权力。

民主党人占据多数席位的众议院
当天表决，以 220票赞同、197票反对的
结果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另外以 251票
赞同、17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对这一法
案的修正案，20多名共和党众议员投下
赞成票。

修正案规定，除非出于自卫或获得
国会明确批准，否则国会不会拨款支持
军事打击伊朗。

国防授权法案涉及其他多项内容，
包括拒绝特朗普要求在古巴关塔那摩
修建新监狱所需8800万美元拨款，禁止
特朗普政府将军费用于修筑美墨边境
墙，解除关塔那摩监狱在押人员不能转
移至美国的禁令。

修正案由民主党籍众议员勒·康纳
和共和党籍众议员马特·格茨联合发
起。康纳说，修正案将阻止美国在中东
陷入“另一场无休止、代价高昂”的战
争。

不过，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共和党籍议员马克·索恩伯里看来，这
份法案“将使美国变得更不安全”。

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 6 月表决通

过国防授权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美联
社报道，鉴于法案的两个版本有不少差
异，参众两院将就法案最终版本作冗长
磋商。

特朗普政府先前说，将否决众议院
版本的法案。

美伊关系近一段时间紧张加剧。
美国政府去年 5 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随后恢复并追加对伊制裁。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6月 20 日称击落一
架闯入伊朗领空侦察的美军无人驾驶
飞机。美方随后证实无人机被击落，声
称无人机位于国际空域。特朗普 21日
说，他一度下令美军准备打击伊朗，在
最后一刻取消命令。 新华社华盛顿7月13日电（记者 熊茂

伶 高攀）美国总统特朗普 12日表示，他不同
意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铀进行“232调查”所得
出的结论，即进口铀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
胁，他决定不对铀进口作出限制。

特朗普在一份总统备忘录中表示，“232
调查”显示进口铀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引起了
美国国内铀矿开采业的严重关切，有必要对
整个核燃料供应链进行更全面的分析。他要
求组建一个工作组，就恢复和扩大国内核燃
料生产提出建议。

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数据，美国进口的铀
绝大部分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哈
萨克斯坦。官方数据显示,目前美国逾90%的
商业铀依靠进口，而10年前这一比例为85.8%。

总统备忘录显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
今年4月提交的“232调查”报告中称，这一比
例上升是由于外国国有企业“扭曲了全球价
格”，加大了美国铀矿企业的竞争难度。

基于美国两家铀矿开采企业的申诉，美国
商务部去年7月就铀矿石和铀产品进口是否威
胁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启动“232调查”。此项调
查遭到美国核电站以及核电消费企业的反对，
他们担心限制铀进口会造成价格上涨。

土耳其在S-400上摊牌 且看美国如何接招

美众议院通过法案限制特朗普对伊动武

特朗普决定不对铀进口作出限制

纽约曼哈顿突发大面积停电

埃及文物部7月1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有着4500多年历史的弯曲金字塔内部
墓室在修复完成后向游客开放。弯曲金字
塔位于埃及首都开罗以南约35公里的代赫
舒尔古埃及皇家墓地，是埃及第四王朝法老
萨夫罗所建，由于从底座至顶部存在两个不
同的坡度，因此被称为弯曲金字塔。

新华社记者 李琰摄

日韩误会双方各执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