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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美国大使金·达罗克2017
年至今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多项政策给
出“差评”，两国关系陷入尴尬。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称不会再
与这位大使打交道后，达罗克于10日
向英国外交部递交辞呈。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口水战”预计
不会对美英“特殊关系”造成本质性伤
害，不过，近年来两国关系一直受到英
国“脱欧”和“美国优先”等因素的负面
挑战，而美国趁着英国“脱欧”有求于
美，试图最大化自己利益的举动，只会
让两国关系进一步走形。

【新闻事实】

英国驻美大使达罗克“差评”美国
多项政策的密件曝光风波连日来持续
发酵。特朗普9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称达罗克“古怪”“愚蠢”，并指出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在英国“脱欧”问题上“走
了一条愚蠢的路”。

在达罗克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多份
密件被泄露后，特朗普曾回应称不会再
与达罗克打交道。英国首相发言人8
日表示，特雷莎·梅“充分信任”达罗克，
且没有将他召回的计划。不过，特雷
莎·梅并不认同达罗克对美国政府的尖
刻批评。

身处风暴中心的达罗克10日致信
英国外交部，宣布辞职，原因是他认为
自己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密件被泄
露一事引发各种猜测，他不再适合继续
担任大使。

【深度分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问
题专家孙成昊认为，美英此次“口水战”
虽然不会对美英“特殊关系”带来本质
性伤害或变化，但从侧面反映出近几年
来美英关系受到一些负面挑战。

英国“脱欧”步履蹒跚，已经成为
影响美英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

面，英国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
在今年10月底“脱欧”后能与美国这
一“最亲密盟友”签署贸易协定；另一
方面，“脱欧”将大大降低美国对英国
的倚重。

美国看重与英国的纽带，除了英国
本身的实力外，更重要的是其在欧盟发
挥的作用。如在安全问题上，英国是欧
盟中与美国价值观最一致、又有实力给
予支持的国家，能一定程度上在欧盟内
关照美国利益。一旦英国脱离欧盟，其
对美国的重要性必定下降。

【即时评论】

在讲求“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
眼里，美英“特殊伙伴关系”之分量本来
就呈递减趋势，更何况特雷莎·梅政府
已进入倒计时。

孙成昊说，在“美国优先”原则引领
下，特朗普政府对如何发展“特殊关系”
漠不关心，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利益以实

现“让美国再次伟大”。英国则希望两
国关系能够基于战后国际秩序、共同价
值观和利益继续发展，因此在气候变
化、伊朗核协议、北约等问题上与美国
分歧明显。

孙成昊说，美国在美英贸易协定谈
判中对英国开出极为苛刻的条件，不仅
想把农产品纳入谈判框架，还要求英国
改革其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这些均触及
英国的关键利益。美方的这种施压必
将扭曲原有的美英“特殊关系”，让两国
关系进一步走形。

【背景链接】

达罗克于2016年1月起担任英国
驻美国大使。此前，他曾担任英国常驻
欧盟代表和首相国家安全顾问。

英国媒体7日刊登多份遭泄露的
达罗克发给英国政府的备忘录和电报，
达罗克在其中称特朗普政府“运行不
畅”“难以预测”“能力不足”。 新华社安卡拉7月10日电 土

耳其外交部10日发表声明说，土耳其
上个月向地中海东部派遣的第二艘
油气钻探船“亚武兹”号已到达作业
海域，土方会继续进行“合法的油气
钻探活动”。

声明说，土方不接受塞浦路斯、
希腊和欧盟官员日前针对土方钻探
活动的反对言论，并称欧盟在塞浦路
斯问题上“难当中立的调停者”。

声明表示，土耳其两艘钻探船的
活动范围都在土耳其大陆架上，相关
活动也得到“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
国”的许可。

数月以来，土耳其与塞浦路斯围
绕地中海东部油气资源的争端升级，

土方先后向争议海域派出“法提赫”
号和“亚武兹”号钻探船，招致塞浦路
斯、希腊、欧盟和美国的反对。

本月7日，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
级代表莫盖里尼表示，土耳其的钻探
活动侵犯塞浦路斯主权，会进一步升
级紧张局势。美国国务院8日也发表
声明，敦促土方停止类似钻探活动。

1974年7月，塞浦路斯国民警卫
队中的希腊军官策动军事政变，企图
推进塞希合并运动。土耳其以保护
当地土族居民为由出兵干预，并控制
了塞浦路斯北部约占全岛三分之一
的区域。1983年，土族在塞北部宣布
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但
目前仅得到土耳其的外交承认。

土耳其政府表示将继续在
地中海东部进行油气钻探

新华社巴黎7月10日电 总部
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 10
日发布公告说，该组织和世界海关
组织在6月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中
缴获大量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并
经初步调查在全球范围确认近600
名犯罪嫌疑人，现已展开相关缉捕
工作。

公告说，6月4日至30日，国际刑
警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展开名为“霹
雳弹”的联合执法行动，在全球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打击野生动植物及木

材走私犯罪。
截至目前，已缉获的动植物包括

灵长目动物、大型猫科动物、象牙及
象牙制品、鸟类、爬行动物、海洋生物
以及超过2600株植物、2550立方米
木材等。

公告说，警察和海关人员发现，
野生动植物走私犯罪越来越呈现出
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易的趋势。

国际刑警组织预计，随着调查工
作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推进，将会有更
多嫌疑人落网。

新华社大马士革7月
10日电 正在叙利亚访
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
问题特使吉尔·彼得森10
日说，他与叙利亚政府就
宪法委员会等问题进行的
讨论取得切实进展，已接
近达成一致。

彼得森当天在与叙副
总理兼外长穆阿利姆会谈
后对媒体说，双方进行了

“非常积极和建设性的讨
论”，讨论取得了“切实进
展”。“在组建宪法委员会、
开启更广泛的政治进程方
面，我们已经十分接近达
成一致。”

彼得森表示，会谈双
方都希望伊德利卜地区能
够恢复稳定，并希望俄罗
斯和土耳其达成的伊德利
卜非军事区协议得到落
实。

另据叙利亚通讯社报
道，彼得森和穆阿利姆在
会谈中就宪法委员会组建
及其工作机制、方法等进
行了探讨，双方一致认为
宪法事务是叙利亚主权事
务，只有叙利亚人民有权
主导叙宪法相关事务，外
部无权干涉。

彼得森9日抵达大马
士革，对叙利亚展开为期
3天的访问。彼得森在抵
达时表示，此行他与叙政
府除讨论宪法委员会、伊
德利卜局势等问题外，还
将讨论被扣押、绑架和失
踪人员问题。

2018 年 1 月在俄罗
斯索契举行的叙利亚全国
对话大会决定成立叙利亚
宪法委员会，这成为叙利
亚政治进程的重要一步。
美国、英国、沙特阿拉伯等
国外长同年9月发表联合
声明，要求联合国秘书长

叙利亚问题特使办公室尽快召集成
立一个“可信、全面的”叙利亚宪法委
员会，为叙利亚起草新宪法，为叙在
联合国监督下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
奠定基础。

新华社维也纳7月10日电 国际
原子能机构理事会10日在维也纳举行
特别会议，审议伊朗执行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相关问题。中、美、俄、英、法、德等
35个理事会成员国与会，伊朗、欧盟等
的代表也在会上发言。中国外交部军
控司司长傅聪率团出席。

此次特别会议是应美国要求而举
行。绝大多数理事会成员均主张维护
全面协议，对美方退出协议、对伊极限

施压感到遗憾，同时也呼吁伊方全面履
行承诺，支持全面协议参与方维护协议
的外交努力。

傅聪表示，当前伊核问题危机根源
在于美方对伊极限施压政策。正如联
合国秘书长所指出的，美方退出全面协
议、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与第
2231号决议和全面协议目标相悖，阻
碍决议与协议执行。伊方减少履行协
议承诺令人遗憾，但没有造成实质性核

扩散风险，没有违反保障监督义务，伊
方还一再重申无意退出协议，其采取的
措施都是可逆的。

傅聪强调，理事会应根据是非曲
直客观、公正处理相关问题，敦促有关
方面放弃极限施压等错误做法，避免
制造更大危机。同时，充分发挥全面
协议联委会作用，支持协议各方的外
交努力，推动完整、有效执行协议。中
方也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秉持客

观、公正和专业态度，履行对伊监督核
查授权。

傅聪重申，中方坚定维护和支持全
面协议，坚定履行自身承诺，同时坚定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方将继续同各
方一道，通过联委会就协议执行具体问
题寻求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作为阿
拉克重水堆改造工作组双组长之一，中
方已推动项目取得重要进展，还将继续
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新华社科威特城 7 月 10 日电
亚丁消息：也门政府10日说，政府考
虑暂停与胡塞武装有关战俘交换问
题的谈判，以此抗议该武装对30名关
押在萨那的囚犯作出死刑判决。

也门政府战俘交换委员会负责
人哈迪·黑格当天发表声明说，胡塞
武装作出的死刑判决是非法的，“这
一行为可能导致战俘交换谈判暂停
甚至完全崩溃”。

哈迪·黑格呼吁联合国方面采
取行动，阻止胡塞武装这一行为。

“如果联合国特使不对胡塞武装的
非法行为表示反对，那么在事关战
俘交换的人道主义方面不会再有新
的进展。”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一家法
院9日在萨那作出判决，以“为沙特阿
拉伯及其盟友在也门从事间谍活动”
为由，判处30名关押在萨那的犯人死
刑。据报道，这30人主要以当地学者
和学生为主，他们在2016年被胡塞武
装逮捕。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
首都萨那，后又占领也门南部地区。
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等国针对胡
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
事行动。2018年12月，在联合国斡
旋下，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就荷台达
停火、战俘交换等重要议题达成一
致，但不久后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破
坏停火协议。

也门政府称或暂停与
胡塞武装的战俘交换谈判

新华社巴格达7月10日电 据
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报道，马斯罗尔·巴
尔扎尼10日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宣誓就任库区总
理。

据报道，库区议会当天投票通过
了马斯罗尔·巴尔扎尼当选库区新总
理，库巴德·塔拉巴尼当选库区副总
理。此外，议会还通过了库区新政府
其余21名内阁人选。

马斯罗尔·巴尔扎尼发表就职演
说时说，库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为
人民提供服务、打击腐败并进行改革。

现年50岁的马斯罗尔·巴尔扎尼
是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是库区
前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的儿子，曾长
期担任库区安全委员会主席。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拥有相当大
的自治权，有自己的总理、议会及安全
部队等。近年来，伊拉克中央政府和
库区在石油资源利益分配和驻军等问
题上龃龉不断。2017年9月25日，库
区举行独立公投。伊拉克中央政府表
示强烈反对，随后出台一系列反制措
施。2017年11月，推动公投的库区
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辞职。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新总理宣誓就职

新华社突尼斯7月10日电 阿
尔及尔消息：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
（议会下院）10日晚选举苏莱曼·谢宁
为新一任议长。

在10日晚的选举中，只有谢宁一
人参选，其余候选人在投票前退出选
举，议会部分政党抵制此次投票选
举。前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党和全

国民主联盟的议员占议会大多数，最
终谢宁获得多数选票当选议长。

谢宁来自伊斯兰政党国家建
设党。

前议长穆阿德·布沙里卜迫于议
会反对派的压力于7月2日辞职。反
对派认为布沙里卜当选议长程序不
合法。

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选出新议长

新华社平壤7月11日电 朝鲜
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11日
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58
周年之际刊发署名文章，强调当前朝
中关系正继承历史传统、顺应时代要
求不断发展。

这篇题为《日益发展的朝中友

谊》的文章说，“58年前两国老一辈
领导人亲自签署的《朝中友好合作互
助条约》，是能够持久巩固和发展在
反帝自主和追求社会主义的浴血斗
争中结成的友好合作关系的牢固法
律基础”。文章强调，这一条约为加
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推动两

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亚洲与世
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章说，当前的国际环境要求朝中
两国人民顺应时代潮流、进一步发展好
朝中关系，这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岁月流逝，万物变迁，但朝中两国人民
的命运紧密相连这一真理永远不变”。

大使“差评”美政府 英美关系陷尴尬
□新华社记者

朝鲜党报刊文纪念
《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58周年

国际刑警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
共同打击野生动植物走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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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国
普遍呼吁维护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7月10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一名乘客使用莫斯科地铁发行的印有中国大熊猫形
象的交通卡出行。

近日，莫斯科地铁开始发售印有中国大熊猫形象的交通卡，纪念莫斯科动物园建
园155周年和今年4月中国大熊猫“如意”和“丁丁”入住该园。这批限量版交通卡发
行量为1万张。 □据新华社

莫斯科地铁发行大熊猫交通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