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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日较劲
“白色清单”

未必动真格姿态必须有
□新华社记者 何媛 陆睿 杜白羽 刘春燕
韩国政府 12 日发布战略性产品进
出口公告修订案，决定把日本移出韩
国的贸易“白色清单”。这是韩方对此
前被日方移出贸易“白色清单”后采取
的反制措施，
以“拉黑”
作为警告。
值得注意的是，韩方给这一新规
的实施预留了窗口期，也表示愿意与
日方进行相关协商。分析人士认为，
比起动真格，韩方此次的反制之举可
能更多是政治回应，而双边关系的缓
和还需要日韩两国政府共同努力，以
协商替代对抗。
新闻事实
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12 日发
布的声明，
韩国把享受战略性产品进出
口便利政策的“甲类”贸易对象细分为
“甲 1”
和
“甲 2”
两类，
把先前
“甲类”
贸易
对象日本列入新增的
“甲 2”
类别。而新
设的
“甲 2”
类别中只有日本一个国家。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原先 29 个贸
易伙伴获得最高级别的“甲类”国家出
口便利，日本是其中之一。而新举措
则意味着日本不再属于韩国“受信任
的贸易伙伴”、即所谓“白色清单”国
家，对日本出口的审批手续相应地由
简入繁，审查时间从约 5 天延长为约 15
天。但即便如此，该审查时间也远短
于日本针对韩国设定的 90 天。
8 月 15 日是日本二战投降日，在韩
国被称为“光复节”。韩国总统文在寅

12 日说，在“光复节”即将到来之际，韩
日方此前的举措已经让韩国民间
国更应毅然决然地予以应对。他强调， 燃起了较强烈的反日情绪，如果不加
面对日本的
“经济报复”
不能感情用事， 以控制，日韩民间关系很有可能紧张
要冷静思考根本对策，
做好长期打算。
加剧，
这也是日本所担心的。
按照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声明，
韩国对日本出台反制措施，对日
新的分类规定将在随后 20 天内征询公
本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日本方面
众意见、接受审议，并于 9 月中旬付诸
也不愿意看到事态进一步恶化，对出
实施。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成允
口韩国的半导体材料管制有所松动。
模表示，日方如果在意见征询期内提
所以虽然目前双边摩擦看似“水深火
出请求，韩国政府愿意与日方在任何
热”
，
但并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时间和地点进行协商。
即时评论
韩国媒体认为，
韩方此举意在反制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日韩两国
日本政府此前对韩国实施的出口管制措
政府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施。日本政府 7 月 1 日宣布对出口韩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韩矛盾
的三种半导体原材料加强审查与管控， 由来已久，双边问题仍需要通过谈判
触发韩日贸易摩擦。双方贸易摩擦近来
来解决。
不断发酵，日本政府 8 月初宣布把韩国
背景链接
移出可享受贸易便利的
“白色清单”
。
日本政府 7 月 4 日加强管制出口至
深度分析
韩国的 3 种关键化学制品。此前，日方
韩国对日本的“以牙还牙”是否会
一直对向韩国出口的企业发放 3 年有效
进一步加剧两国矛盾？未来日韩两国
许可，
省略个别申请，
但出口管制后每份
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合同都需要审查，
以判断是否可以出口。
分析人士认为，
韩方在发布修订案
韩方指认，日方此举明显是报复
时，给这一新规的实施预留了窗口期， 韩国最高法院去年裁定日本企业赔偿
也表达了与日方进行相关协商的意愿。 殖民朝鲜半岛期间强征的韩国劳工。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王生说， 日方则认为，根据两国 1965 年签署的
日本相关措施使韩国经济受到冲击， 《日韩请求权协定》，韩国劳工的请求
韩国不得不被动反击。对于日方的举
权问题已经解决。
措，韩国于情于理都要作出回应，但是
日方曾先后提出进行双边磋商和
韩方并不希望事态往不可收拾的局面
成立包含第三国成员的仲裁委员会仲
发展，所以留有余地。
裁此事，
但均未得到韩方回应。

波音 787 让罗马下
“铁雨”
新华社北京 8 月 13 日电（记者 海
坪、在路面留下小坑。
洋）挪威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87 型“梦
居民葆拉·迪拉扎罗告诉意大利
想客机”11 日起飞后不久发动机故障， 《信使报》，事发时“像在下一场大冰
炽热的金属碎片从发动机飞出，在意
雹”，但太阳还在，
“ 我走到阳台上，看
大利首都罗马降下
“铁雨”。
到一场钢铁风暴，之后尖叫着跑回屋
英国《泰晤士报》12 日报道，
在罗马
里”。她在“铁雨”停后发现，一块热金
郊区菲乌米奇诺，25 辆汽车和 12 座房
属片砸碎了女儿的汽车后挡风玻璃，
屋受到不同程度损毁，所幸无人受伤。 又点着了汽车后背架上一件夹克。
意大利媒体报道，
一名当时在花园内晒
这架客机载有 298 名乘客，原本飞
日光浴的男子差点被碎片击中。一块
往美国洛杉矶，
事发后在亚得里亚海上
小碎片烧坏了他身穿的 T 恤。
空放油并在菲乌米奇诺机场紧急降落。
11 日下午 4 时左右，这架飞机以
挪威航空说，客机“起飞后数分钟
400 米左右的高度飞过事发地区，大约
遭遇技术问题……之后返回机场并安
5 至 10 厘米长、尖锐滚烫的发动机碎片
全降落”。这家航空运营商说，鉴于调
落下，砸坏屋顶和汽车玻璃、点着草
查仍在进行，
无法回应媒体提问。

这架客机使用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
司制造的
“特伦特1000”
发动机。这种发
动机自问世起便问题不断，
它的高压涡
轮叶片容易开裂，
曾导致客机停飞。
罗尔斯罗伊斯一名发言人说：
“叶
片老化速度超出预期，我们已发现过
早产生的裂纹，但我们有解决方案。”
她说，运转中的“特伦特 1000”发动机
先前从来没有
“空降”
过金属碎片。
意大利航空专家格雷戈里·阿莱
吉说，金属碎片脱离属于罕见的“非包
容性故障”。尽管波音客机的安全性
因两起重大致命空难遭遇广泛质疑，
阿莱吉认为，人们对本次事件的关注
焦点将是
“发动机制造商”。

美与阿富汗塔利班结束第八轮谈判
新华社多哈 8 月 12 日电美国与阿
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
第八轮谈判 12 日结束，双方尚未就阿
富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但均表示谈

判取得了成果。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
表哈利勒扎德 12 日在社交媒体上说，
谈判“取得了成果”。阿富汗塔利班发

言人穆贾希德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
示，谈判“艰苦而有成效”，双方谈判代
表决定向各自领导人汇报，以确定接
下来的步骤。

挪威战机对俄远程轰炸机进行伴飞
新华社莫斯科8月12日电俄罗斯国
防部 12 日发布公告说，俄空天军两架
图-95MS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欧洲大陆
北部海域上空进行例行飞行时，
挪威战
机在部分阶段对俄轰炸机进行伴飞。
公告说，这两架图-95MS 战略轰

炸机在巴伦支海、挪威海和北海上空
进行了长达 9 个多小时的飞行，挪威空
军的 F-16 战机在部分阶段对俄军战
略轰炸机进行了伴飞。
俄国防部表示，
俄远程轰炸机经常
在北极、
南极、
黑海、
波罗的海和太平洋等

公共水域上空进行飞行。相关飞行严守
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且不会侵犯别国领空。
本月 8 日，俄空天军两架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白令海上空执行飞行任
务，美国和加拿大战机在部分阶段对
俄军机进行伴飞。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 13 日发布新闻公报
说，
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当天下午发生一起一名
男子持刀伤人事件，
导致多人受伤，
其中包括一
名中国女性公民。图为警方在事发现场工作。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 摄

美国联邦政府出台

限制合法移民新规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2 日电（记者 徐剑梅 刘
阳）美国联邦政府 12 日发布限制合法移民新规
定，提高移民在美长期合法居留经济门槛。这
项规定将于今年 10 月 15 日生效。
根据规定，申请移民美国的外国公民如未
达到规定收入标准，或在美国任意三年内领取
公共福利超过一年，将被视为“公共负担”。凡
被发现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外国公民或被
禁止进入美国或调整移民身份。
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决定是
否发放永久居留许可（绿卡）时，将把申请人是
否领取过公共福利作为与其教育、收入和健康
状况等综合考虑的因素。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这项规定将有助于
确保移民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而不是依赖
美国公共福利，
从而维护美国公民利益。
规定发布后引发争议。一些批评人士认
为，新规主要针对低收入移民群体，施行后不
仅可能使美国合法移民人数锐减，还会使在美
低收入移民即便需要也不敢申请福利，从而增
加他们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风险。
据美国媒体报道，
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州政
府表示将就这一争议规定状告联邦政府。移民
维权团体
“全美移民法律中心”
也表示将提起诉
讼，
阻止这一带有
“种族主义动机”
的规定生效。

伊拉克首都军火库爆炸

致 1 死 35 伤
新华社巴格达8月12日电（记者 张淼）伊拉
克政府官员 12 日表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南部
一处军火库当晚发生的爆炸已造成 1 名平民死
亡，
另有 35 名平民和安全人员受伤。
伊拉克卫生部发言人赛义夫·巴德尔当晚
在一份声明中说，军火库爆炸已造成 1 名平民
死亡，另有 29 名平民受伤，伤者已被送往附近
医院接受治疗，
大多数人伤势不重。
伊拉克内政部一名官员当晚对新华社记
者表示，爆炸造成该军火库所在基地内 6 名伊
拉克安全人员受伤。伊拉克内政部一名官员
当晚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爆炸造成该军火库所
在基地内 6 名伊拉克安全人员受伤。
巴格达南部杜拉区联邦警察基地内一处
军火库 12 日晚发生剧烈爆炸，爆炸原因不明。
当地居民表示当晚听到连续爆炸声，并看到爆
炸产生的滚滚浓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