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总统选举共和党预选

4月25日，一名男子从汽车炸弹袭击现场被损毁的楼里向外张望。位于叙
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南郊赛达·宰纳卜镇附近的一处军事检查站当天遭汽车炸弹
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约35人受伤。 新华社/路透

2016年4月26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黄娟 主编：史自勋 美编：张昕综合世界新闻B04

■■■■■ ■■■■■ ■■■■■

美国一名前参议员24日透露，白宫
正在考虑是否解密“9·11”事件调查报
告的机密部分，预计将在今年6月前作
出决定。这份报告内容可能涉及沙特
是否与袭击者存在关联。

藏在地下室的机密

美国前参议员鲍勃·格雷厄姆24日
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新闻界对
话》节目采访时透露上述消息。格雷厄
姆曾主持“9·11”袭击国会调查工作。
最近一段时间，他一直敦促奥巴马政府
解密“9·11”调查报告的机密部分。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公布

了一份长达近900页的报告，但其中28
页的内容未予示人，即所谓的“机密报
告”。目前，这份报告藏身于美国国会
地下室的一个“安全室”里。

这份报告的重点内容是外国政府
在这起袭击中扮演的角色。沙特政府
2003年要求美方公布这28页的内容，
以便沙特方面有机会对所受指控作出
辩解、澄清。然而，这一要求遭到美国
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政府的拒绝，理
由是内容一旦曝光，有损美国的情报搜
集行动。

格雷厄姆说，一些政府官员告诉他，
美国情报部门正在评估是否可以解密这
份报告，预计在6月前可以作出决定。他

说：“我希望这份报告的内容能够公布，
这一决定将是对美国民众的尊重。”

格雷厄姆曾任美国参议院情报特
别委员会主席。他在2004年出版的《情
报问题》一书中称，“沙特是导致‘9·11’
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之一”，并且美国
政府曾阻止国会调查人员涉足沙特政
府和劫机者之间关系的调查。

机密报告写了什么？

虽然这份机密报告尚未公布，但曾
参与“9·11”事件国会调查的前议员蒂
姆·罗默向媒体透露了这份报告的一些
内容。

罗默来自民主党，曾任美国众议院
特别情报委员会成员和“9·11”事件调
查委员会成员。他说，自己曾三次阅读
这份机密报告。在他看来，这是一份

“警方的初步调查报告”。
罗默说：“报告里面有线索，有各种说

法，还有目击者的报告。同时，报告还提
及劫机者的各种证据，包括他们见过什么
人等。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当时‘9·11’事
件调查委员会所看过和调查过的。”

针对沙特与袭击者存在关联的说
法，罗默回应说：“我们并没有发现沙特
政府高层与‘9·11’袭击有关。”但他同时
表示，沙特可谓是“基地”组织筹集资金
的沃土，这类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因此，有必要公布报告，彻查相关问题。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严重恐

怖袭击后，受害人及其亲属认定，“基
地”恐怖组织获得来自沙特的资助，沙
特政府必须就袭击承担责任。

袭击事件的19名劫机者中，15人为
沙特人。因参与袭击被美方定罪的“第
20名劫机者”扎卡里亚斯·穆萨维称，沙
特王室中有人向“基地”组织提供支持。

沙特政府坚决否认曾支持“基地”
组织。去年9月，“9·11”袭击幸存者和
遇难者亲属向美国法院起诉沙特政府
并索赔，美国法院则以沙特政府享有主
权豁免权为理由驳回诉讼。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白宫考虑解密“9·11”机密报告内容
可能涉及沙特是否与袭击者存在关联

美德领导人站台

TTIP有戏了？
在欧洲招致广泛批评和冷遇的美欧自贸协定似乎迎

来转机。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
克尔24日一同为“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站台，承诺加快谈判进程，并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按照计划，TTIP第13轮谈判将于25日至29日在纽约举
行。有了奥巴马和默克尔的政治背书，谈判真会一片坦途吗？

奥巴马和默克尔24日在德国北
部城市汉诺威举行会谈，TTIP是重点
之一。一些媒体认为，奥巴马在明年
1月任期结束前要完成两大贸易协
定，一个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
定”（TPP），另一个就是TTIP。奥巴
马这次到访德国，其中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达成一个快速的贸易协定”。

对于这一点，奥巴马也并不讳
言。他说，在TTIP谈判进行3年之
后，“我们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时间
不在我们这边。”

“如果我们今年没有完成谈判，
那么，美国和欧洲即将到来的政治转
变可能意味着这一协定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不会完成。”

“安格拉和我一致认为，美国和
欧盟需要推进‘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
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奥巴马说，“我
不期待我们能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协
议批准，但我真心期待我们能够敲定
协议。”

奥巴马这一立场得到默克尔的
支持。英国《泰晤士报》注意到，与一
贯谨慎的风格相比，默克尔这次在讲
话中使用了更为大胆的词汇。

她面对数百名商界和政界人士
发表讲话说，这一协定对于欧洲经济
增长“极为有益”，“我们应该向前推
进……因此，我请求在座的各位放手
去做，这样我们会在今年取得巨大的
成功”。

奥巴马访德重点之一

然而，奥巴马也承认，TTIP在欧
洲遭遇广泛的反对。而自TTIP谈判
于2013年6月启动以来，反对和争议
声音从未间断。

反对者认为，相关谈判缺乏透
明度，一些条款很可能削弱主权国
家在贸易争端中的决策权，还可能
会在环保、食品安全、医药卫生等领
域产生负面影响。

在奥巴马到访前夕，德国多个组
织和社会团体于23日在汉诺威举行
反对TTIP的游行。示威者在街道上
高举“不要给TTIP机会”、“金钱扼杀
民主”等标语。

TTIP谈判内容涉及服务贸易、政
府采购、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
垒、农业、海关和贸易便利化等。如果

欧美达成协议，将会建成世界最大的
自贸区，覆盖8亿人口，涵盖全球40％
的经济产出和50％的贸易活动。

欧盟方面估计，一旦欧美自贸
协定生效，每年将分别给欧盟和美
国创造 1190 亿欧元和 950 亿欧元
产值，同时也将对国际经贸规则制
定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引发激烈批评，加上谈判
进展缓慢，法国驻美国大使热拉尔·
阿罗今年2月公开“泼冷水”，认为
协定无法在奥巴马政府任期结束前
达成。法国负责外贸事务的国务秘
书马蒂亚斯·费科尔去年9月还公
开提及可能终止TTIP谈判。他表
示，如果没有足够进展，就应结束磋
商，“这个选择仍旧存在”。

反对和争议声音不断

4月24日，默克尔（右）和到访的奥巴马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法新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预计，全球百岁和百岁以
上老人到2050年将比2015年增加7.15倍至将近
370万人，届时中国人瑞数量将居首位，其次将是
日本、美国、意大利和印度。据该机构报告，从已
有数据看，美国目前是人瑞数量最多的国家，其次
是日本、中国、印度和意大利。其中，中国和印度
人瑞数位列世界前五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人口
基数大。到2050年，中国将是这5国中人瑞比例
增长最大的一个，达到每万人中有4.6人活到百岁
或以上，是目前比例的13倍，届时日本和意大利人
瑞比例将增加9倍，分别达到41.1人和38.3人，美
国和印度将分别达到9.7人和1.2人。报告说，虽
然活到百岁的人仍是人口一小部分，但比例正在
增加。1990年，全球每万名65岁及以上老人中有
2.9人活了100岁或更久，2015年增加到7.4人，
2050年将增加到23.6人。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全球人瑞34年后
增7.15倍
中国人瑞数量将居首位

美国官员24日透露，总统贝拉克·
奥巴马定于25日宣布向叙利亚增派
250名军事人员，以帮助叙温和派反政
府武装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驻军达300人

一名美国官员24日说：“（奥巴马）

计划向叙利亚增兵，共计250人。”但他
表示，无法确定增派人员中有多少特种
兵、医疗或情报人员。

另一名官员说，“总统已经批准一
系列措施，加大力度支持在这一地区打
击‘伊斯兰国’的盟友，包括伊拉克安全
部队以及叙利亚地方军事力量。”

奥巴马政府去年10月宣布向叙利亚

派遣一支50人的特种部队，帮助叙温和
派反政府武装对“伊斯兰国”实施打击。
一旦增兵计划得到落实，驻扎在叙利亚境
内的美军数量将大幅增加，达到300人。

路透社报道，奥巴马在2008年首
次当选总统时曾承诺要逐步抽身中东
战事，却在执政后期“变卦”，认为有必
要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保持或增
派兵力，协助解决冲突问题。

奥巴马：乘胜追击

按奥巴马说法，美国主导的打击
“伊斯兰国”国际联合阵线帮助伊拉克
和叙利亚，在收复被占领土方面取得了
关键性胜利。

一方面减少了极端分子数量；另一
方面，切断了极端组织资金来源。“我们
形势大好，想要保持势头，”奥巴马本月
初说。

自去年12月失守伊拉克安巴尔省
首府拉马迪之后，“伊斯兰国”一直在撤
退。在叙利亚，“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遭
叙政府军重创，被迫撤出战略要地、历
史古城巴尔米拉。

2月底，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合
阵线收复叙利亚重镇沙达迪。

美国国防部官员18日宣布，美国将
向伊拉克增派200多名军事人员，并部
署8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帮助伊
拉克政府军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否定派遣“地面部队”

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尽管奥
巴马政府反复宣示决心，但是一直避免
作出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直接参战
的决定。目前，美方主要通过空中打击
以及向叙反对派武装提供军事支持等
方式打击该组织。

奥巴马24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
说，叙利亚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西方
国家如果派地面部队进入叙利亚以期推
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那将是个“错误”。

“叙利亚令人心碎的状况充满复杂
性，我认为（对于叙利亚问题）没有任何
简单的解决办法，”他说，“如果美国、英
国或是多个西方国家联手派出地面部队
以期推翻巴沙尔政权，那将是个错误。”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帮叙利亚温和派反政府武装打击“伊斯兰国”

美欲向叙增派250名军事人员

韩国贸易协会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
韩国对华食品出口增势明显，加工食品出口额同
比增长18.2％，达5.27亿美元。韩联社援引这一
协会数据报道，加工食品中，配方奶粉的对华出口
额最大，为9400万美元。饮料、海苔、饼干、方便
面、果汁饮料分列其后，而泡菜则以531.3％的增
幅成为出口额增长最快的加工食品。韩国现代证
券公司的分析师认为，“韩食”在华走俏可谓是搭
了韩剧和热播综艺节目的“顺风车”。事实上，多
家韩国食品生产商正在凭借高端定位和韩流热潮
加快在华市场的营销步伐。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泡菜
搭上韩剧“顺风车”
对华出口额狂增5倍

在韩国，酒驾“惯犯”如不及时悔改，其私家车
可能不保。韩国最高检察院和国家警察厅24日
联合发布消息说，为减少国内与酒后驾车相关的
案件数量，执法机构将从25日起严惩酒驾“惯犯”
或那些因酒驾引发严重事故的车主，包括没收其
车辆。最高检察院说，上述惩罚措施适用于5年
内被查出5次酒驾的司机以及酒驾造成严重事故
的车主，检方届时将向法院提出没收车辆的要
求。国家警察厅提供的信息显示，去年韩国发生
498起酒后驾车造成的严重交通事故，而在5年
内被查5次酒驾的司机达139人。

杜鹃（新华社微特稿）

韩严惩酒驾“惯犯”

没收车！
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德·克鲁

兹和约翰·卡西奇24日晚间放出消息，
他们将组成“联盟”，阻击唐纳德·特朗普
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纽约州预选后，共和党内除特朗普
已无人能在预选中跨过候选人提名门
槛。然而，特朗普若最终未能达到提名
门槛，即便他所获党内代表票数最高，也
很可能在7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

“做掉”。

划定势力范围不互撕

克鲁兹和卡西奇的竞选团队24日
晚几乎同时放出声明。双方约定，克鲁
兹将集中精力拿下5月3日的印第安纳
州共和党预选，卡西奇则将着力于西部
俄勒冈州和新墨西哥州预选，两人不在
彼此划定的“势力范围”内互撕。

“若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拔
得头筹，对共和党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克鲁兹竞选团队负责人杰夫·罗解释“新计
划”时说，“特朗普若获得党内提名，不仅会
被（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或桑德斯打
败，还会让这一代共和党人受挫。”

卡西奇方面称：“我们的目标是在克
利夫兰召开一届开放的党代会，我们有
信心在那里提名一位可以团结全党，在
11月选举中赢得胜利的总统候选人。”

克鲁兹和卡西奇宣布“结盟”决定
时，距离康涅狄格州、马里兰州、宾夕法
尼亚州等5个州的共和党预选仅剩2
天。根据清晰政治网站发布的最新民
调，克鲁兹和卡西奇在这5州的支持率
均落后于特朗普。

特朗普信心满满

紧随其后，特朗普连发两条推文。
“哇哦，骗子特德和卡西奇刚刚宣布

将联合起来搞我，阻止我获得提名。”“骗
子特德和卡西奇根据数字统计已经挂
了，完全没戏，他俩的金主和特殊利益集
团很不高兴。”

赢下纽约州预选后，特朗普对自己
能获得提名一直表现得信心满满。他在
马里兰州黑格斯敦的一个竞选集会上不
断强调，他一定可以拿到总统提名。

“我认为我们会拿到1237票的，”特
朗普对支持者说，“我十分确定。”

美国总统选举两党预选以选举支持
特定党内竞选人的党代表方式进行，纽
约州预选后，克鲁兹或卡西奇即便赢得
所有剩余党代表票也无法达到1237张
票的候选人提名门槛，特朗普的得票则
接近900票。

阻止特朗普的最后一招

民主党和共和党将在7月份同时召
开党代表大会。克鲁兹和卡西奇虽然已
不可能拿到1237张党代表票，但若特朗
普也未能达成此门槛，就给共和党主流
派留下操作空间。

届时，党代会将“开放”，党代表们可以
选定其支持对象。这已成为共和党内反特
朗普人士阻止提名特朗普的唯一机会。

特朗普此前不断以诸如要在“美墨
边境修长城”防非法移民等极端言论成
为新闻焦点，共和党高层也对他多有批
评，然而他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

特朗普抨击共和党总统提名机制
“太麻烦”，称都是不喜欢他的共和党大
佬对付他的阴招。他在马里兰州的竞选
活动上指控，克鲁兹贿赂党代表。不过，
他未能就此拿出确凿证据。

马骁（新华社专特稿）

克卡“联盟”
阻击特朗普

克鲁兹（左）和卡西奇。

据新华社迪拜4月24日电（记者李震）位于
阿联酋迪拜的全球规模最大室内主题乐园——
IMG冒险世界24日宣布将于今年8月15日正式
开业，4月25日开启网上售票。

IMG冒险世界首席执行官奥托当天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这一耗资10亿美元的室内主题乐园
总面积约150万平方英尺（约合13.9万平方米），
目前已完成96％的工程建设。

据了解，IMG冒险世界将不会受迪拜夏季高
温酷暑的影响，全年365天开放营业。乐园包括
漫威英雄世界、失落谷恐龙冒险之旅、卡通网络和
IMG大道，以及一个影城。其中，由美国漫画巨
头漫威影业独家授权的漫威英雄世界无疑最为引
人注目，游客们可在此一睹钢铁侠、蜘蛛侠等“超
级英雄”的风采。

门票方面，成人通票价格为300迪拉姆（约
合540元人民币），儿童票售价250迪拉姆（约合
450元人民币），3岁及身高1.2米以下儿童免费
入场。除了现场购票，游客可上官网在线订票，
而且只需一张通票即可畅玩乐园内的20多项
游乐设施和景点，包括观看各种现场表演以及
体验5D影院。

世界最大室内主题乐园
开始网上售票

4月25日，在德国南部的蒂蒂湖-新城，一座
小矮人雕塑被积雪覆盖。近日，来自北欧和东欧
的冷空气给德国部分地区带来降温降雪。

新华社/法新

春雪

随着新一轮谈判即将展开，得到
美德领导人力挺的TTIP谈判是否能
够峰回路转呢？

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
屠新泉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同TPP相
比，TTIP战略意义相对较小，因此，美
方当前主要精力仍然放在TPP审批环
节，影响了对TTIP的推动力度。此外，
美国国内反对自由贸易的声音开始上
扬，给贸易谈判带来不利的政治氛围。

他说，反观欧洲，难民危机、反恐
等议题也牵扯了欧盟很大精力。德
国政府一向支持自由贸易谈判，默克
尔此番表态并不意外，但欧盟内部对
于TTIP存在很大分歧。

从谈判技术层面来看，美国和欧
盟在政府采购、跨国公司投资、数据
保护、转基因、环境标准等方面也存
在分歧。德国经济部长西格马·加布
里尔此前警告称，如果美国拒绝在

“购买美国货”条款上作出让步，

TTIP将会“失败”。
屠新泉认为，考虑到国内政治氛围

和经济状况，美国做出让步的可能性不
大，因此TTIP谈判在短期内完成的难
度很大。即便最终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也很可能是降低标准的结果，会引发新
的争议。

事实上，即便美欧在今年年底前
突击完成协定，后续审批工作仍将充
满变数。奥地利《新闻报》报道，欧盟
条约虽然规定原则上自贸协定只需
由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通过，但是
所谓的“混合协议”是例外的。如果
一项协议涉及欧盟职权范畴之外的
内容，它就属于混合协议。

欧盟贸易专员塞西莉亚·马姆斯
特罗姆的一名发言人说，TTIP“非常
可能”触碰到成员国的权限。这又会
使得它必须在每个成员国国内通
过。单是这个过程可能就需要几年
时间。 张伟（新华社专特稿）

欧盟内部存在很大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