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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索非亚7月23日电（记者 王欣然）保
加利亚总统拉德夫 23日否决了议会日前通过的
购买 8 架美国 F-16 战斗机的议案，表示此项军
购议案需要社会达成共识。

拉德夫在保总统府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保国
民议会在讨论该议案时出现的尖锐分歧表明，保
加利亚公众对这项议案还未达成共识。作为保
加利亚总统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他不能无动于
衷。他说，有关这项军购的价格、担保、交货时
间、违约处罚等一些重要问题仍不清楚。

保加利亚议会 19 日以 123 票赞成、78 票反
对、2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购买 8 架美国
F-16战斗机的议案。据报道，此项军购合同金
额将达 12.6 亿美元，为保加利亚 30 年来最大的
单笔军购合同。

保加利亚议会现有议员 240 名。议会可再
次进行投票，如票数过半即可推翻总统的否决决
定。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记者 王
雪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巴基
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22 日在白宫会
晤，重点讨论阿富汗和平进程。特朗
普对巴基斯坦能够促成政治和解、帮
助美国从阿富汗脱身表示乐观。

寻求帮助脱身
特朗普 22日在与伊姆兰·汗会谈

开始以前告诉媒体记者，希望阿富汗
冲突能以和平方式解决，美国与巴基
斯坦以及其他国家正在合作。“我认为
巴基斯坦将帮助我们（从阿富汗）脱
身。”

美国寻求从阿富汗撤军并希望撤
军后阿富汗不会成为“伊斯兰国”等极
端组织的大本营。美方认为，巴基斯坦
在阿富汗事务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希
望巴方利用自身影响力施压阿富汗塔
利班同意停火、直接与阿富汗政府谈
判。

特朗普当天称赞巴基斯坦帮助推
动阿富汗和平进程。“过去几周我们取
得很大进展，巴基斯坦帮助我们取得
这些进展。”

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6月底至7月
初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第七轮谈
判。美方声称谈判取得“实质进展”并
希望 9月 1日以前能与塔利班达成协
议。其间，阿富汗内部和平会议在多哈
举行，阿富汗政府、塔利班和阿富汗其
他派别的60多名代表以个人身份参加。

不过，塔利班至今拒绝与阿富汗

政府直接对话，认为政府是美国扶植
的“傀儡”。

另外，特朗普表示会与伊姆兰·汗
讨论巴基斯坦医生沙基勒·阿夫里迪，
寻求巴方释放此人。

阿夫里迪曾协助美国中央情报局
追踪、继而在 2011年 5月击毙“基地”
组织头目乌萨马·本·拉丹。巴方指认
阿夫里迪接受美国中情局指派，协助
美方收集情报。巴方2012年5月判处
阿夫里迪“叛国罪”等罪名成立，导致
美方与巴方关系紧张。

可能恢复援助
伊姆兰·汗说，巴方愿意做出努

力，“这是我们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
一次”。“希望今后几天我们能够敦促
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对话，达成政治
解决方案”。

美国国务院 22 日在一份声明中
说，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
表扎尔梅·哈利勒扎德近日将访问阿
富汗和卡塔尔，在卡塔尔恢复与阿富
汗塔利班的对话。

美联社报道，巴方希望就投资、贸
易和美方恢复援助等议题有所收获。

特朗普说，这些诉求都可以考虑，
可能恢复向巴基斯坦提供 13 亿美元
援助，但取决于会谈结果。

美方去年以巴方“缺乏支持美国
南亚政策的坚定行动”为由停止提供
数亿美元安全援助资金。巴方予以驳
斥，称巴方做出巨大牺牲。

媒体注意到，巴基斯坦军方高层
人物陪同伊姆兰·汗访问美国。分析师
认为，军方希望劝说美方恢复对巴方援
助。

总统做调解人？
特朗普主动请缨要做印巴调解

人，引起舆论关注。
特朗普22日提到他6月在日本大

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
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讨论印巴
克什米尔争端。他提出，愿做印巴之
间的调解人，只是随后遭“打脸”，印度
方面否认莫迪提出过这项要求。

印度和巴基斯坦 1947年独立后，
克什米尔归属争议一直没有解决。印
巴都宣称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两国
两次为争夺克什米尔爆发战争。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他（莫迪）实
际是说，‘你愿意成为一名调解人还是
仲裁人？’我说，‘哪儿？’他说，‘克什米
尔’。因为这一争端已经持续了很多
年”。

特朗普说：“如果我能帮得上，我
愿意做调解人。”

但是，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拉维什·
库马尔 22日晚些时候说，总理莫迪没
有让特朗普调解。库马尔在社交媒体

“推特”留言：“（印度）总理没有向（美
国）总统提过这样的请求。”

他说：“这是印度的一贯立场……
所有与巴基斯坦悬而未决的议题都只
在双方之间讨论。”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记者 惠晓霜）最新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将近六成日本人反对首相安
倍晋三执政时期修改宪法。

日本共同社23日发布民调结果，显示56%的
调查对象反对在安倍执政时期修宪，32.2%的人
赞成。

安倍及执政党自民党推动修改宪法，试图在
宪法中确立日本自卫队的地位。

修改宪法门槛高，修宪动议需要在国会参议
院和众议院分别获得至少三分之二议员支持；修
宪议案在国会通过后，还需经由全民表决。

日本 21 日举行新一届参议院选举，自民党
及执政伙伴公明党等修宪势力所获议席数占比
不足三分之二。民调结果显示，29.8%的人认定
这是好结果；12.2%的人持相反看法。

最新民调中，安倍内阁所获支持率为48.6%，
比6月微涨；不支持率为38.2%。

这次调查采取电话询问方式，时间是 22 日
和23日，超过1000人作答。

新华社华盛顿7月23日电 （记
者 刘阳 孙丁） 在国防部长一职空缺
7个月后，美国国会参议院23日通过
了马克·埃斯珀的防长提名，这距离
他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仅仅只有一
周时间。五角大楼终于结束了“群龙
无首”的局面。

火速上任挑战多
在当天投票前，美国国会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强调任命防长一
事刻不容缓。去年 12 月前防长马蒂
斯因与特朗普意见不合而辞职，时任
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出任代理国防部
长；今年 5月，白宫宣布特朗普将提
名沙纳汉出任防长；6月，特朗普宣
布沙纳汉不再寻求担任防长，由埃斯
珀接替沙纳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7
月 15 日，特朗普正式提名埃斯珀出
任国防部长。

据美媒报道，埃斯珀出任代理防
长第一天就向国防部全体员工发送备
忘录，明确指出《国防战略》报告仍
然是国防部指导性文件，所有工作应
有助于实现其目标。

《国防战略》 报告是前防长马蒂
斯任上发布的，报告称国家间战略竞
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
长期战略竞争主要来自俄罗斯和中
国。

可以预测的是，埃斯珀上任后将
对俄中军事动向保持密切关注。他
2018 年 2 月访问西点军校时曾表示，
根据对俄中两国军事发展方向的研

究，美国陆军现代化应当以六个方面
为侧重点，包括开始研究远距离精准
火力、新一代作战车辆、新一代陆军
使用的飞机、可以抵御网络袭击的通
信设备等。

埃斯珀还在备忘录中说，将通过
三方面提高美国军事竞争力。第一是
加强美军打击能力；第二是加强同盟
友的关系并吸收更多伙伴；第三是继
续对国防部改革以提高效率。

埃斯珀上任正值美伊对抗升级之
际。美国国防部近期批准向沙特阿拉
伯派驻美军以应对来自中东地区的

“威胁”，在沙特部署爱国者导弹系统
并兴建适合 F-22 等战机起降的跑
道。鉴于特朗普在明年大选前决定对
伊朗动武的可能性不大，五角大楼极
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施压，加强
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对沙特等
地区盟友的军事支持。

舆论普遍认为，除了落实特朗普
的对伊朗极限施压政策，埃斯珀上任
后还将面临落实美军撤出叙利亚、削
减驻阿富汗美军人数等挑战。

说客经历受质疑
根据美国国防部官网公布的信

息，埃斯珀现年 55 岁，出生于宾夕
法尼亚州小城尤宁敦。他曾在西点军
校学习工程学，在校期间多次获得表
彰。若干年后，他又分别从哈佛大学
肯尼迪政府学院和乔治·华盛顿大学
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埃斯珀1986年从西点军校毕业后

进入 101 空降师，参加了海湾战争。
退伍之后，他的职业发展涉及多个领
域，可谓丰富多彩。他曾在多个智库
从事防务研究，在参议院和国防部都
担任过职务，还曾担任美国军工企业
雷神公司负责政府关系的高管。2017
年11月，埃斯珀出任美国陆军部长。

丰富的履历让埃斯珀在华盛顿拥
有深厚的人脉。值得一提的是，他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西点军校同学。

埃斯珀在雷神公司的说客经历让
外界对他担任防长产生质疑。据美媒
报道，埃斯珀 2016 年代表雷神公司
为总统竞选人直接或间接提供了 460
万美元的政治献金，并支付了 480万
美元游说花销。由于埃斯珀和雷神的
深度合作，当他 2017 年被提名为陆
军部长时，雷神首席执行官汤姆·肯
尼迪在同投资者通话时直言不讳地
说：“特朗普政府为我们打开了好几
扇门。”

华盛顿公民责任与道德组织执行
主任诺亚·布克班德在一份声明中
说：“埃斯珀此前在军火商的供职经
历很有可能影响其在国防部的任职。”

在上周的任命听证会上，民主党
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也提出质疑，
要求埃斯珀回避与雷神公司有关的所
有决策。她对埃斯珀说：“美国民众需
要你承诺，你做出的决策不是出于个
人利益，而是国家安全利益，如果不
能做出这一承诺，那你不应担任国防
部长。”

欲“脱身”阿富汗 美求助巴基斯坦

空缺7个月 五角大楼来了新掌门

过半日本人

反对安倍修宪

保加利亚总统

否决购买国战斗机议案

7月24日，在英国伦敦，即将离任的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离开首相府，前往议会进行最后一
次首相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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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在获得英女王
批准后将接替特雷莎·梅出任英国首相。

新华社记者韩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