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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记者郑昊宁）伊朗政
府22日说，去年和今年共抓获17名为美国中央情
报局效力的间谍，其中一些人已由法院判处死刑。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说，美
方间谍在伊朗落网是“假消息”。

◆细节披露
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播放情报和安全部声明，说

伊方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抓获17名间谍。
声明说，上述间谍是伊朗“经济、核能、基础建

设、军事和网络等领域”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雇
员，为美方“收集保密信息”。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以情报和安全部官员为消
息源报道，一些间谍由法院判处死刑。

伊朗多家媒体播放一部电视纪录片，内容包
括一名据信隶属中情局的女子试图在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城市迪拜招募一名伊朗男子。

画面显示，这名女子说波斯语。路透社报道，
她说话时带美国口音。

情报和安全部反间谍部门一名官员当天召开
记者会，说伊方抓获的 17名间谍全都接受过“复
杂训练”，但他们的间谍活动全部失败。

按照这名官员的说法，中情局招募间谍时，以
提供美国签证和去美国工作为诱惑，但一些人回
绝，反而加入伊朗反谍部门，以“对抗美国”。

这名官员展示一张光盘，内容除了那名中情
局女子招募伊朗男子外，同时列出美国驻土耳其、
印度、津巴布韦和奥地利使馆多名人员的姓名，指
认他们曾经与接受招募的伊朗人接触。

◆时机敏感
就伊方发布抓获美方间谍的消息，美国国务

卿迈克·蓬佩奥22日晚些时候告诉美国福克斯新
闻频道，伊方“撒谎”。

作为中情局前任局长，蓬佩奥没有回应美方情
报人员遭伊方抓获的特定事例，只说美方“有一长串
美国人名单”，想要把那些人从伊朗带回国。

多家媒体报道，伊方先前不时宣布抓获为其
他国家情报机构效力的间谍，主要涉及美国和以
色列；只是，这次由一名情报官员出面召开记者会
宣布消息，不常见。

另外，伊方发布消息的时机较为敏感，正值海
湾紧张局势加剧。

美方去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随后恢
复并追加对伊朗制裁，多次扬言要把伊朗原油出口彻
底“封杀”，切断伊朗政府主要财政来源，迫使伊方重
新谈判。伊方指认美方发动“经济战”。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伊方在作“政治宣传”，就
像先前声称击落美方无人驾驶飞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6月 20日说，击落一架
美军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认定它侵犯伊朗领空；
美方予以否认。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记者 郑
昊宁）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
什奥卢 22日警告美国方面，如果因为
土方购买俄制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
施加制裁，将受到土方报复。

土耳其媒体同一天报道，土俄正
在磋商联合生产S-400部分零部件事
宜。

●认准俄方
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新闻频道 22

日播出对恰武什奥卢的专访。恰武什
奥卢说，如果美方持“敌对态度”，土方
将采取“报复措施”，“这不是虚张声
势”。

多家媒体 22日报道，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拟 23日在白宫会晤一些
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可能讨论制裁
土耳其。共和、民主两党多名国会议
员先前呼吁特朗普依据《以制裁反击
美国敌人法》制裁土耳其。

土耳其和美国同为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成员。北约及美方反对土方购买
S-400，认定这一俄制导弹系统无法
融入北约武器体系。美方要求土方取
消购买 S-400，改为购买美制“爱国
者”防空导弹系统。

“爱国者”的售价高于 S-400，土
方先前抱怨西方国家武器系统价格太
高。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

多安及多名土方官员说，购买 S-400
已成定局。土方本月 12 日开始接收
S-400首批设备，迄今有 10多架次货
机将部件送至土耳其。

俄罗斯塔斯社 22日报道，俄方仍
在运送 S-400 部件，预期将持续至
2020年4月。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首席执
行官谢尔盖·切梅佐夫 22日告诉土耳
其阿纳多卢通讯社记者，俄方和土方
正在磋商是否在土耳其境内联合生产
S-400部分零部件。

切梅佐夫同时披露，土方对俄方
最新型战斗机、多种防空系统以及反
坦克系统感兴趣，正在与俄方磋商，希
望俄方帮助打造防空和远程导弹防御
系统。

●难避合作
恰武什奥卢告诉土耳其国家电视

台新闻频道，美方将土方“踢出”F-35
型战机项目，项目其他参与方未必支
持美方决定。他说，如果美方不向土
方出售F-35，土方将寻求由其他国家
满足国防需求。

美国国防部 4 月初说，由于土方
坚持购买 S-400，暂停向土方交付 F-
35零部件并暂停 F-35项目合作。白
宫和五角大楼本月 17日宣布，明年 3
月底以前让土方完全脱离F-35项目。

土耳其作为 F-35 战机生产供应
链的一环，现在为这型号的战机制造
900多个零部件。路透社22日以一名
不愿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为消息源报
道，将F-35零部件生产转移出土耳其
需要耗资大约5亿至6亿美元。

恰武什奥卢 20 日与美国国务卿
迈克·蓬佩奥通电话。美国国务院当
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蓬佩奥就土方购
买S-400系统表达“失望”。声明同时
提及，两人讨论了叙利亚局势。

美国去年12月宣布从叙利亚撤出
大约2000名军人，美土双方就叙利亚局
势频繁沟通，但就如何对待叙利亚库尔
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有分歧。美方
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为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盟友，而土方视这一武装
为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
的分支，把二者定性为恐怖组织。

恰武什奥卢 22日说，希望美国政
府叙利亚问题特别代表詹姆斯·杰弗
里访问土耳其期间，土美双方能够就
在叙利亚东北部沿叙土边境建立“安
全区”达成共识。杰弗里 22日晚些时
候将会晤恰武什奥卢。

恰武什奥卢警告，如果无法建立
“安全区”，土方将在幼发拉底河以东
地区发起军事行动，将“人民保护部
队”赶出这一地区。

土耳其：若遭美国制裁将报复

伊朗抓间谍 美国不“认账”

□新华社记者 桂涛孙晓玲
英国前外交大臣、伦敦前市长鲍

里斯·约翰逊 23日当选执政党保守党
党魁。在经过英女王批准后，他将接
替此前宣布辞职的特雷莎·梅成为英
国新首相。

分析人士认为，约翰逊通过在“脱
欧”问题上示强展现出领导力是他胜
选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上台后将使英
国“硬脱欧”的风险增大，同时可能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表现出政策摇摆。

◆“硬脱欧”风险加大
根据保守党的选举规则，新党魁

由 16 万名党员通过邮寄选票方式在
进入最终角逐的约翰逊和现任外交大
臣杰里米·亨特之间选出。经过对此
前近一个月投票的统计，最终约翰逊
以9.2万余票支持的压倒性优势取胜。

“脱欧”是当前英国内政外交最
大的政策焦点，新党魁在“脱欧”问
题上的立场也是此次保守党党内选举
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不少保守党党员
认为，目前需要一位强硬的领导人将
被“脱欧”撕裂的保守党及英国重新
凝聚起来。

现年 55 岁的约翰逊是“脱欧
派”领袖，曾多次强调英国必须按期
实现“脱欧”，即使代价是“无协议
脱欧”。舆论认为，约翰逊在“脱
欧”问题上立场鲜明、态度强硬，凝
聚了保守党内一批“脱欧派”的支
持，这是他胜选的重要原因。

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原为今
年3月29日，后因特雷莎·梅政府与
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在议会下院
连续遭否决，英欧双方决定将这一期

限延至今年10月31日。
尽管约翰逊此前曾多次表示将与

欧盟就新的“脱欧”协议进行谈判，
但欧盟坚称不会重新谈判。欧盟委员
会新任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如果英国
政府需要更多时间说服议会，“脱
欧”期限可以继续推迟。

分析人士认为，从目前情况分
析，英欧要在 10月 31日前谈出一份
新的“脱欧”协议难度很大。鉴于约
翰逊坚持按期“脱欧”的立场，英国

“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
◆反对声音强烈

不过英国国内对约翰逊即使无协
议也要按期“脱欧”的主张反对声很
大。反对者认为，这样做无异于把英
国经济“推下悬崖”。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由于
反对约翰逊的上述主张，英国司法大
臣戴维·高克、财政大臣菲利普·哈
蒙德、国际开发大臣罗里·斯图尔特
均已表示，如果约翰逊出任英国首相
他们就辞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不
想让新首相有机会解雇“无协议脱欧”
的最强硬反对者。

同时，英国议会下院 18日投票通
过一份修正案，明确反对新首相绕过
议会在英国未能与欧盟达成一份新

“脱欧”协议的情况下强行推动“无协
议脱欧”。

此外，此前就高调批评约翰逊的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艾伦·邓肯 22日宣
布辞职，称约翰逊上台将造成政府危
机。

英国舆论认为，约翰逊还未正式
当选就遭议会阻击和大臣辞职威胁，

预示着他上台后将面临不小挑战。已
经有不少人猜测，目前就连约翰逊本
人也不知道英国应该怎么“脱欧”。英
国《金融时报》政治新闻编辑乔治·帕
克评论说，尽管约翰逊坚称欧盟领导
人将在秋季让他得到一份“更好的协
议”，但目前还很难看出他准备如何打
破“脱欧”僵局。

◆政策可能摇摆
不拘小节、激情幽默的个性是约

翰逊吸引选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
时常因口无遮拦、在敏感问题上语言
随意而受到批评，同时他在很多问题
上的表态摇摆不定甚至前后矛盾，导
致不少分析人士怀疑他未来执政时会
出现政策摇摆。

约翰逊被指出现过立场摇摆的问
题包括移民、气候、贸易等，而他对待
欧盟态度的多次变化也被批评为“机
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英国萨里大
学政治系“变化欧洲中的英国”项目副
主任西蒙·阿舍伍德表示，约翰逊政府
今后执政的一大明显特征将表现为其
政策的“难以预料”。

在对外关系上，约翰逊与美国总
统特朗普私人关系甚好，而且他支持

“无协议脱欧”的理由之一就是可以与
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分析人士认
为，约翰逊上台后将继续寻求维护和
加强英美“特殊关系”。

不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伊
安·贝格表示，英美要走近，还需考虑

“后脱欧时代”英国与欧盟等多方的关
系。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约翰逊政
府在国际问题上不会对特雷莎·梅政
府的政策做出颠覆性改变。

鲍里斯·约翰逊将把英国引向何方

7月23日，工作人员在新加坡展示截获的象牙。
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关税局和移民与关卡局

23 日发布联合声明说，执法人员近日截获约 8.8
吨象牙，这是新加坡历史上查获的最大数量的走
私象牙。 新华社 邓智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