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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 孙
萍）被乌克兰扣留的俄罗斯油轮上的 10
名船员 26日凌晨乘飞机抵达莫斯科，但
油轮仍被乌方扣留。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扣船事件给俄乌
双方就东部问题举行谈判并缓和双边关
系蒙上阴影。目前来看，俄罗斯不希望把
事情闹大，也不会因此关闭谈判大门。

扑朔迷离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25 日协同乌军

事检察院在位于乌南部敖德萨州的伊兹
梅尔港扣留一艘俄罗斯油轮，登船检查
并对船员问话。乌方称，该油轮在刻赤
海峡事件中参与阻挡乌海军舰船航行并
协助俄边防军扣留乌方舰船和人员。

去年 11月，俄方称 3艘乌克兰海军
舰船试图穿越刻赤海峡，以“侵犯俄罗斯
国界”为由扣留舰船和 24 名船上人员，
包括 22 名乌军人和两名乌安全局工作
人员。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独联体事务
委员会副主席扎图林表示，如果乌方此
次扣船是为了报复去年 11 月乌克兰舰
船被扣一事，这就是一种“海盗行为”。

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
委员会副主席贾巴罗夫说，乌方扣留俄
油轮将给双边关系正常化蒙上阴影。

俄外交部在油轮被扣后警告乌方立
即释放船员，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随
后，10 名船员获释，前往摩尔多瓦并从
那里乘机返回俄罗斯。船员获释回国
后，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政府都未就被
扣油轮归还问题表态。

该事件目前仍有很多细节不清。中
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赵会荣认为，此次扣船事件发生在俄乌
可能开启乌东部问题谈判以及乌总统泽
连斯基领导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
胜之际。如果是泽连斯基下令要求扣
船，那么有可能是为了增加在谈判桌上
的筹码。如果是乌安全局和军事检察院
擅自行动，那么有可能是泽连斯基的政
治对手想借此给他制造麻烦，阻止他控
制议会并顺利组阁，也阻止他与俄总统
普京会晤商讨乌东部问题。

谈判为重
泽连斯基不久前与普京通电话，讨

论了释放刻赤海峡事件中被扣乌方人员
和双方其他被俘人员的交换问题。泽连
斯基还提议与普京在白俄罗斯会晤讨论
乌东部冲突问题，并提议在“诺曼底模
式”的基础上增加两国，即由俄、乌、德、
法四方会谈变成俄、乌、德、法、美、英六
方会谈。对此，普京表示，不拒绝任何形

式的会谈。
赵会荣认为，俄罗斯对油轮被扣事

件的反应比较谨慎克制，不希望此事破
坏俄乌元首会晤前景。乌克兰东部目前
仍有交火发生，乌东部问题的外交解决
进程陷入僵局，双方都希望有所作为。

从俄方来看，普京需要向西方展示
自己在解决乌东部问题上的积极姿态，
借此与西方缓和关系并达到促使其减轻
甚至取消对俄制裁的目的。此外，由于
乌克兰当局的封锁，乌东部地区经济发
展和民众生活都面临困难，需要俄罗斯
大量输血，对俄造成巨大负担，因此俄罗
斯希望通过谈判说服乌克兰取消封锁。
从乌方来看，泽连斯基需要履行自己在
竞选期间有关通过外交手段实现东部地
区和平的承诺。泽连斯基在乌东部问题
上与前任波罗申科相比相对柔和，这也
是普京愿意和他谈判的原因。

分析人士认为，乌东部问题涉及乌克
兰的核心利益，背后又有俄罗斯和西方的
地缘政治博弈，其外交解决进程依旧面临
重重挑战。即使泽连斯基与普京能够实
现会晤，双方也不太可能在乌东部自治地
位等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只能在一些小
的技术性问题上互相让步。而受乌东部
问题影响，俄乌关系难有实质改善。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 陈立
希）正式就任首相次日，英国保守党党首
鲍里斯·约翰逊 25日在议会下院发表讲
话，就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发出“最后通
牒”，要求欧盟重新谈判“脱欧”协议，否
则将面临英国以无协议方式“脱欧”。

约翰逊告诉议会下院议员：“我们带着
诚意，准备谈判一份（‘脱欧’）替代协议。
我们将以最大精力和决心投身谈判。”

他要求欧盟“重新考虑”拒绝重谈协
议的立场，因为英国将以无协议“脱欧”
作为应对。

他说，他已经让新任内阁部长为无
协议“脱欧”做准备，把准备工作视为“高
级优先”事务处理。

约翰逊现年 55岁，多次强调英国必
须在最后期限 10 月 31 日以前完成“脱
欧”，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无协议“脱欧”。

与坚持如期“脱欧”立场相应，约翰逊
25日说，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欧
盟委员会提名一名新任委员。英国必须
如期“脱欧”，“没有如果，也没有但是”。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定于 11 月 1 日
履职。

欧盟发言人米娜·安德烈耶娃25日重
申，欧盟不会就“脱欧”协议中涉及爱尔兰
边界问题的“备份方案”与英国重新谈判。

安德烈耶娃说，欧盟委员会主席
让-克洛德·容克近期将与约翰逊会晤。

“备份安排”旨在避免英国北爱尔兰
地区与爱尔兰之间恢复“硬边界”、即重
新设置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促使
一些英国人担心北爱尔兰可能从英国分
离，因而成为阻碍英国议会下院批准“脱
欧”协议的一个主要因素。爱尔兰誓言，
不接受英国取消“脱欧”协议备份安排。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 陈立
希）土耳其官员 25 日说，俄罗斯完成首
批 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设备交付，着
手准备运送第二批设备。

与此同时，土耳其与美国就在叙利
亚北部建立“安全区”的磋商仍在继续。
土方警告，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土方
将发起越境军事行动，把得到美方支持
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赶出这一区域。

土方接收继续
土耳其穆尔特德空军基地 12 日起

接收俄罗斯军机运送的S-400系统首批
设备。土耳其定于2020年4月全面部署
S-400。

土耳其官员 25日说，首批设备完成
接收，俄方准备开始运送第二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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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 25 日援引土耳其官员的话
报道，土方依旧致力于与美方磋商“爱国

者”军购事宜。另外，土耳其可能在南部
边境部署一套欧洲防空导弹公司制造的
SAMP-T 型防空导弹系统。欧洲防空
导弹公司由法国和意大利合资设立。

按土方官员的说法，美国尚未最终
决定让土耳其脱离 F-35 型战机项目。
由于土耳其坚持从俄罗斯购买S-400防
空导弹系统，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本月
17日宣布，明年 3月底以前让土方彻底
脱离F-35项目。

土耳其作为F-35战机生产供应链的
一环，为这一型号的战机制造900多个零
部件。如果美国执意让土耳其“出局”，土
方投入资金能否获得偿还尚未可知。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说，俄方
做好了向土耳其出售苏-35型战机的准
备。不过，土方官员说，土俄还没有磋商
这一事宜。

“安全区”分歧依旧
美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别代表詹姆

斯·杰弗里本周访问土耳其，与土方官员
磋商在叙利亚东北部沿叙土边境建立

“安全区”。土方官员25日说，磋商继续。
“安全区”构想今年 1月由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提出，以缓解土方对库尔
德武装所构成威胁的关切。不过，双方
迄今在“安全区”纵深和叙利亚库尔德武
装“人民保护部队”是否完全撤出等方面
有分歧。

土方警告，如果土美无法达成共识，
土方将发起越境行动，把叙库尔德武装
赶出相应区域。2016年以来，土方两次
跨境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叙土边境库尔
德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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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方官员说，土美先前就库尔德武
装问题达成曼比季路线图，但美方没有
落实，致使土方将“人民保护部队”逐出
曼比季的期望落空。“虽然我们在努力，
曼比季路线图的最终目标，包括彻底驱
逐‘人民保护部队’、回收重型武器和组
建地方政府，都没有实现。这一地区还
有大约1000名恐怖分子。”

曼比季地处幼发拉底河西岸，距土
耳其不远，土美2018年6月达成协议。

新华社突尼斯7月25日电（记者 黄
灵）的黎波里消息：利比亚海军25日说，一
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在利比亚海域沉
没，造成100多人失踪。

利比亚海军一名发言人 25 日对新华
社记者表示，约 250 名非法移民乘坐一艘
木船试图偷渡，这艘船只在利比亚首都的
黎波里以东约 120公里处的海域沉没。附
近渔船救起 134 人，发现一具尸体，另有
100多人失踪。

这名发言人说，船上人员大部分来自
非洲国家。

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
政局陷入持续动荡，政府无法对海岸线和
陆上边界实施有效管理。许多非法移民来
到利比亚，以此为中转站横跨地中海偷渡
至欧洲国家。

新华社华盛顿7月25日电（记者 刘品
然 刘晨）美国财政部25日宣布对同委内瑞
拉总统马杜罗有关的 5名委内瑞拉公民、5
名哥伦比亚公民以及13个实体实施制裁。

美国财政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哥伦比
亚商人亚历克斯·萨博与委内瑞拉总统马
杜罗的亲信共同运营“一个庞大的腐败网
络”，使马杜罗政权从委食品进口和分配中
获得巨额利润。

根据相关规定，受制裁对象在美国境
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
行交易。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危机。今
年1月23日，委内瑞拉反对派成员、议会主
席瓜伊多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得到美
国、欧洲和拉美多国承认。为逼迫马杜罗
下台，美方不断以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军
事威胁等手段施压。

扣船风波再现 俄乌关系还能改善吗

约翰逊喊话欧盟重谈“脱欧”协议

俄罗斯第二批S-400设备将运往土耳其

美制裁与委总统有关的

多名个人与实体

一非法移民船沉没

100多人失踪

7月25日，在泰国曼谷，泰国总理巴
育（右一）向国会阐述政府政策。

泰国总理巴育 25 日向国会阐述新
一届政府政策时表示，在世界经济形势
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泰国将制定应对贸
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扶持受影响的出口
产业。 新华社发（拉亨摄）

泰国总理表示
将制定政策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