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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17

面对美新制裁 俄称将
“
以牙还牙”
称以涉嫌使用生化武器为借口对俄制裁
“毫无依据” 将研究对等回应措施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9
日说， 俄罗斯将根据美国计划出台的
新一轮对俄制裁研究对等回应措施。
扎哈罗娃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 俄方将基于美方将实施的制裁研
究回应措施。俄方受到何种方式制裁，
就会以何种方式回应。
美国国务院 8 日宣布，因俄前情
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中
毒事件，美国将对俄实施制裁，相关制
裁将于 8 月 22 日前后生效。
今年 3 月 4 日，斯克里帕尔及其女
儿在英国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市街头一
张长椅上昏迷不醒。英国警方说，两人中
了神经毒剂。英国政府称俄罗斯
“
极有可
能” 与此事有关， 但俄罗斯对此坚决否
认，认为英国的指控意在抹黑俄方。

反应
借口对俄制裁
“
毫无依据”
扎哈罗娃说， 美国以涉嫌使用生
化武器为借口对俄实施制裁“
毫无依
据”，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声称将努力
改善俄美关系，这是“赤裸裸的伪善”。
她表示，美国拟对俄实施的新制裁是向
俄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
英国中毒事件的调查工作直接施压。

扎哈罗娃强调， 任何引发俄美双
边关系恶化的举动都不是俄方的选择。
据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
秘书佩斯科夫 9 日表示，美国将新制裁
措施与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中毒事件
挂钩的行为令人
“
完全无法接受”。他同
时表示，俄罗斯仍希望与美国建立建设
性关系， 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有助于全球战略稳定和安全。
佩斯科夫说， 普京总统多次展现
出俄方希望寻求俄美关系出路、 讨论
最棘手问题的建设性态度， 而对方没
有表现出同等态度，这令人遗憾。

立场
俄坚持对事件
进行透明公正调查
俄罗斯媒体 9 日援引俄罗斯驻
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公告说， 美国因俄
罗斯前特工中毒事件对俄实施的制裁
措施
“
苛刻”。
“
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援引俄
驻美使馆公告说， 美国对俄罗斯在英
国使用神经毒剂袭击斯克里帕尔及其
女儿的指责纯属臆造。 这一指责没有
任何证据，至今也没有被调查清楚，但

美国却以此为借口对俄实施制裁。
俄驻美使馆指出， 俄政府坚持对
中毒事件进行透明公正调查、 对肇事
者进行处罚的立场没有改变， 并要求
美国也应持有这一立场， 将相关调查
公开化。

威胁
或对俄罗斯采取更严厉制裁
8 日， 在有关美国决定对俄罗斯
制裁的电话吹风会上， 多名美国国务
院高级官员表示，本轮制裁中，一切涉
及国家安全的敏感商品和技术， 如航
空工业用燃气涡轮发动机、 电子设备
元件、集成电路、测试及校验设备等，
都将被禁止对俄出口。
这些官员表示， 制裁旨在要求俄
罗斯同意不再违反国际法， 使用生化
武器或对其国民使用致命生化武器；
同意接受联合国或具有国际公信力的
第三方观察员对俄方行动进行现场核
验， 或以其他可靠方式证明俄方不再
违反国际法使用生化武器。
这些官员表示， 如果在本轮制裁
开始执行后三个月内无法确认俄罗斯
履行美方要求， 美方将采取更为严厉
的制裁措施。

美副总统公布太空军建设计划
当地时间 8 月 9 日， 美国副总统
彭斯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宣布，美国到
2020 年将建成美军第六军种——
—太空
军。彭斯当天还公布了五角大楼关于美
国太空军的详细计划，包括建立太空发
展机构、发展太空作战部队、立法支持
创建计划、建立太空司令部等。
兼任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主席的
彭斯当天表示， 太空格局已出现根本
性变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图通过组
建太空军以确保美国在太空领域的统
治力，维护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彭斯表
示， 组建太空军标志着美国武装力量
进入新一轮升级，美国到2020年将建

有意
为之？

成太空军。
组建太空军是特朗普自就任以来
始终坚持的军事改革目标之一。 今年
3 月，特朗普将这一目标写入《国防战
略》报告。 6 月，特朗普下令美国防部
立即启动组建太空军的程序。 在彭斯
宣布后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便在社交
媒体上表达了对该计划的热情， 并说
“
太空军要来了！”按照彭斯公布的
道：
计划， 特朗普将呼吁美国国会在未来
五年拨款 80 亿美元支持太空部队的
建立。
美国防部 9 日向美国会提交一份
组建太空军的方案。根据这份方案，美

特斯拉拟私有化
美证监会发函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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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和俄总统普京 7 月刚刚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晤， 释放出积
极信号。 美方却在不久后就突然以 5
个月前的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为由对
俄实施制裁，令人感到意外。
事实上，美国国会 3 月就已正式要
求特朗普政府认定俄罗斯是否在上述事
件中违反了国际法。根据美国相关法律，
政府本应在国会提出要求后的两个月内
做出认定， 但特朗普政府却迟迟没有动
静，其
“
拖沓”表现还被国会两党狠批。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 特朗普政府
此时“出招”更多是迫于国内
“通俄门”
调查的压力。 有分析指出，美国情报界
已认定俄罗斯干涉了 2016 年美国总
统选举，但特朗普本人一直不愿承认，
还曾表示他找不到俄罗斯干预美国大
选的理由。 此番言论震动美国政界，特
朗普后来表示此话为“
口误”。 特朗普
国家安全团队希望借此次制裁对“口
误”事件
“消毒”，以此回应外界有关特
朗普对普京“态度软弱”的批评，以免
冲击 11 月中期选举选情。 文/据新华社

欲投入80亿美元
2020年建成

军将分步骤重组太空司令部， 建立太
空发展局和空间作战部队， 制定太空
军的组织构架，整合现有资源、技术和
人员。此外，美国防部将增设一名负责
太空军事务的助理防长。
另据美国 CNBC 新闻网报道，彭
斯还说， 新分支机构的一部分将由先
前存在的部门组成。“
太空军不会从零
开始建造。 这是将太空军作为我们军
队第六大分支的关键一步。 ”据悉，美
国军队分为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
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 太空军成立后
会与他们处于平等地位。
文 / 记者黎史翔 综合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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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彭斯
演讲前，与
会者手持太
空主题记事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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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又有三家车企
承认质检存在问题

新 华 社 电 继日产汽车 7 月被曝
在整车尾气和燃效测定试验中存在篡
改测定值的违规行为后，铃木、雅马哈
发动机和马自达三家公司 9 日下午先
后召开发布会，承认存在类似问题。
日产违规行为被曝光后， 日本国土
交通省责成其他车企自查是否存在类似
违规。铃木公司 9 日发布新闻公报说，在
燃效和尾气抽样检测中， 车速超过规定
范围、 超速时间超过容许范围的结果本
该是无效的， 但检测人员将这些结果作
为有效结果处理，共涉及 6401 辆汽车。
雅马哈发动机公司副社长渡部克
明在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
们调查了 335 辆参与数据测定的摩托
车， 发现其中 7 辆在检测过程中存在
将应剔除的数据作为有效测定数据的
错误。 此外，马自达公司也承认，72 辆
汽车的质检环节存在类似问题。
日本大车企近年来频频被曝在检

测过程中存在不正当行为。 三菱汽车
和铃木汽车 2016 年被曝篡改燃效数
据。 日产汽车和斯巴鲁公司 2017 年
被曝使用无资质检验员进行车辆出厂
检验。 加上此次发现的问题，势必降低
消费者对日本车企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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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10 名 待遇：保底 + 提成，负责报纸广告业
务 书画作品销售业务
◆文员 2 名 待遇：面议
职责：统筹安排公司各项业务
◆飞腾排版员 1 名 待遇：面议
职责：熟练使用飞腾软件及 PS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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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 7 日午盘前后发布推特
说：
“
正考虑以 420 美元的股价将特
斯拉私有化。资金不是问题。”随后，
特斯拉股价快速拉升逾 7%。
之后，特斯拉股票临时停盘至纽
约时间下午3点45分， 并在马斯克发
表声明解释其推特言论后复盘，股价
涨幅继续扩大，至收盘大涨近11%。
马斯克在声明中表示， 私有化
可以为特斯拉创造最佳运营环境，
但最终的私有化方案还需股东大会
投票通过。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 马斯克关
于非认定事实的言论可能涉嫌操纵
股价， 违反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的规定。 华尔街律师表示，马斯克的
言论若无事实根据， 将会令自己惹
上麻烦， 涉嫌违反美国证交会制定
的 10b-5 条款。
文 / 记者黎史翔综合报道

媒体称特朗普
迫于“通俄门”调查压力

·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首
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7 日表示正考
虑将特斯拉私有化，特斯拉股价当天
大涨 10.99%。 不过，这个劲爆的消息
也引起了美国证监会（SEC）的关注。
据海外媒体报道，美国证监会
已就马斯克发推文一事发询问函，
调查他的私有化表态是否属实、为
何选择在推特上披露，以及是否符
合投资者保护规则。美国证监会前
主席哈维·皮特指出， 如果马斯克
发表的言论只是为了让股价变动，
可能会涉嫌操纵股价或证券欺诈。

分析

效果突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寻人寻物
★声明公告
★寻求合作
★律师事务所
★拍卖会
★留学移民
★培训机构
★新车销售
★驾校陪练
★美容行业
★展会
★婚恋服务
★金融理财
★投资担保
★招标公告
★建材装饰
★房产汽车
★旅游
★招聘招商招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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