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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

特朗普提

韩国总统弹劾案
将于24日最终庭审

克里米亚

据新华社首尔 2 月 16 日电（记者杜白羽
姚琪琳）韩国宪法法院代院长李贞美 16 日宣
布，韩总统弹劾案最后一次庭审将于本月 24 日
进行，
控辩双方须在 23 日前提交立场材料。
随后，总统朴槿惠方面对该日程安排提出
异议，称最后一次庭审前应给与充分的时间核
查证据。宪法法院主审法官姜日源表示，控辩
双方可将对上述日程安排的意见写入立场材
料，宪法法院会再进行讨论。
另一方面，负责调查“亲信干政”事件的特
别检察组发言人李圭喆 16 日也表示，鉴于该案
件调查对象多，相关调查很难在规定的截止日
期前完成，因此特检组向代行总统职权的总理
黄教安申请延长 30 天的调查期限。据悉，黄教
安方面对此表示“将进行考虑”，但是否会批准
延长申请仍是未知数。

俄罗斯强硬回绝：没得谈

俄罗斯 15 日就美国白
宫有关克里米亚问题的表
态作出回应，
表示不会将克
里米亚
“归还”
给乌克兰，
也
不会就此与包括美方在内
的其他国家展开讨论。
分 析 人 士 认 为 ，俄 方
的“断然回绝”显示出俄美
在诸多问题上存在矛盾和
分歧，两国想要实现关系
正常化并非易事。
2014年以来，
美国、
欧盟和其他
西方国家因克里米亚问题和乌克兰冲
突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去年年
底，
美国和欧盟宣布再次延长和扩大
对俄制裁。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态，
作为与
俄缓和关系的一步，
他准备重审美国
因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而对俄施加的
制裁措施。特朗普甚至还在上月 15
日接受英国《泰晤士报》和德国《图片
报》采访时向俄罗斯抛出一项提议：
俄
罗斯如果答应与美国签署核武器削减
协议，
美国可以放松对俄制裁。
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 14 日
再次谈及克里米亚问题，
称特朗普希
望与俄罗斯
“好好相处”
，
但期待俄方
能给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武装冲突
“降
温”
，
并将克里米亚
“归还”
给乌克兰。
对此，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的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15 日作出回应，直言在克里米亚
问题上“没得谈”。
“说到克里米亚，你们知道，俄
罗斯总统一直不断地、十分耐心地
向他的伙伴们……阐释克里米亚并
入 俄 罗 斯 的 原 因 ，”佩 斯 科 夫 说 ，
“（我们）不会就归还克里米亚展开
讨论……俄罗斯不与外国伙伴讨论
领土完整的问题。”
佩斯科夫表示，俄美两国关系
的现状令人遗憾，俄方将尝试与特
朗普团队接触，
改善两国关系。
针对俄方的
“断然回绝”
，
分析人
士认为，
虽然俄美对抗在特朗普上台
后可能会有所缓解，但两国在诸多
问题上仍存在不少矛盾和分歧。尤
其是，在关乎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
的重大问题上，俄罗斯不会与美国
做交易。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组阁再折戟

劳工部长人选
宣布放弃提名

韩国法院再审理
是否批捕三星
“太子”

这是 2016 年 12 月 29 日在克里米亚西梅伊兹市郊外拍摄的海滨美景。

新华社/卫星社

五角大楼连曝俄军“三个异动”
●部署涉嫌违反《中导条约》的陆基巡航导弹 ●多架战机在黑海“危险接近”
美军舰
●“间谍船”在特拉华州以东的大西洋公海海域游弋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因涉嫌
“通俄”而辞职之际，五角大楼官员接
连向媒体披露俄罗斯令美方关切的
三个军事异动：部署涉嫌违反《中导
条约》的陆基巡航导弹，多架俄军战
机在黑海“危险接近”美国军舰，一艘
俄罗斯“间谍船”还在特拉华州以东
的大西洋公海海域游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4 日援引
一名高级军官的话报道，美方把俄军
最新部署的巡航导弹型号命名为
“SSC－X－8”或“SSC－8”。最先报
道此事的《纽约时报》说，俄罗斯已部
署了两个营，一个仍在俄南部靠近伏
尔加格勒的卡普斯京亚尔导弹试验
靶场，另一个已在去年 12 月从靶场

转移至俄国内某地。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特朗普政府
高级官员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俄方
此举违反了《中导条约》。根据 1987
年美国与苏联签署的《苏美两国消除
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两国不再保
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 500 至 5500 公
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苏联
解体后，
俄罗斯继承了这一条约。
五角大楼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
当天没有就俄被曝部署导弹一事直
接置评，只是说，俄罗斯仍在违反《中
导条约》，美方对此明确表示关切。
美国近两年重复这一论调。俄
罗斯则回应说，这是美国的“扩音喇
叭外交”。
《纽约时报》报道，五角大楼对俄

方这一动向十分关注，正在研究反制
措施，比如增加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或者海基或空基巡航导弹。
美军欧洲司令部 14 日说，多架
俄罗斯军机 10 日分批次接近正在黑
海海域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波特”
号 导 弹 驱 逐 舰 ，动 作“ 危 险 且 不 专
业”。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
告诉路透社记者，其中一架单独行动
的苏—24 战机在 90 米左右的高度飞
行，距离“波特”号最近只有大约 200
米。俄罗斯国防部则说，没有这种事
发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援引五
角大楼官员的话报道，俄罗斯“间谍
船”
“ 维克托·列昂诺夫”号正在特拉
华州以东的公海游弋。而这艘船不

是第一次在美国附近海域部署了，
2014 年和 2015 年都有过。这种情
况在美苏冷战期间更常见。
特朗普去年竞选总统时就多次向
俄罗斯示好，但今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
就职后，美俄关系风波不断。2 月初，
新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指
责俄罗斯应对近期乌克兰东部冲突升
级负责。13 日，因涉嫌与俄罗斯驻美
大使通电话时就解除对俄制裁作出不
当表态，
担任特朗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仅24天的弗林便辞职。
《纽约时报》认为，特朗普政府正
因其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在国内面临
危机，俄方此时的举动对特朗普构成
一场
“重要测试”。
马骁（新华社微特稿）

委内瑞拉拒绝特朗普

发号施令

■■■■■

要求CNN“滚出”
拉副总统塔雷克·埃尔·艾萨米是这
一非法交易的幕后主使者之一。
对此，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德尔
茜·罗德里格斯回应说，
该报道完全
没有根据，
是虚假消息。她表示，
报
道中提及的
“线人”
、
使馆雇员米萨埃
尔·洛佩斯与委内瑞拉反对派有关
联，
为
“帝国主义”
情报部门工作。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数日前
表示，CNN 已沦为“战争工具”，要
求其“滚出”委内瑞拉。此前，这一

限人数征“扶贫税”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 15 日严词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关
于委政府应释放政治犯的表态，并要求特朗普停止对委内瑞拉“发号
施令”。
新华社/法新
频道还播出过委内瑞拉学生吐槽
学校问题的报道，称有学生因饥饿
昏倒。

这并非美国首次把矛头指向艾
萨米。本月 13 日，美国财政部指认
他是
“毒枭”
，
决定对他施加制裁。

灭。

说，特朗普“总不会比奥巴马还糟
糕”，并告诉支持者应该给予特朗
普证明自身的机会。
马杜罗 15 日警告特朗普，不要
作出挑衅行为，否认他将予以坚决
回应。他说：
“ 如果他们攻击我们，
我们不会坐视不管。委内瑞拉将
予以坚决回击。那些与我们纠缠
的人将得到相应回击。”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警告特朗普勿挑衅
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微博
客网站“推特”发文，要求委内瑞拉
政府释放反对派领导人莱奥波尔
多·洛佩斯。
洛佩斯是委内瑞拉反对党“人
民意志”党领导人，2014 年在组织
示威游行后向政府自首，目前正在
狱中服刑。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会见了洛
佩斯的妻子莉莲·廷托里，还在“推

特”上晒出合影。合影中除特朗普
和廷托里外，还包括美国副总统迈
克·彭斯以及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
尔科·鲁比奥。
近年来，委美两国关系不睦。
自 2010 年 7 月以后，两国一直没有
互派大使，2013 年以来，两国多次
互相驱逐外交人员。法新社评论
说，委美两国总统这轮“过招”意味
着改善双边关系的希望已基本破

2 月 15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中）主持成员国国防
部长会议。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15 日表示，北约
成员国防长决定在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司令
部成立一个指挥中心，以加强应对源自南部方
向的安全挑战。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突尼斯 2 月 16 日电（记者刘锴 潘
晓菁）突尼斯总统府 16 日发布声明，宣布将从
2015 年 11 月开始实施的全国紧急状态继续延
长 3 个月。
声明说，
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是在与总理府
和人民代表会议（议会）协商后，
作出上述决定的。
此前，
突尼斯总理沙赫德曾表示，
鉴于目前
全国治安状况趋稳，全国紧急状态可能会最终
解除。
2015 年 11 月 24 日，突尼斯首都市中心发
生总统卫队车辆遭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12 名
安全人员死亡。突尼斯全国随后进入紧急状
态，首都范围内曾一度实施宵禁。
一些突尼斯安全官员认为，突尼斯境内安
全局势持续不稳主要受利比亚影响所致。因利
比亚局势至今不稳，突尼斯安全威胁依然存在。

委内瑞拉政府 15 日宣布，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西班牙语频道播放，理由是这家电视台针对委内瑞拉
的报道歪曲事实。
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委内
瑞拉一名反对派领导人的妻子，并要求委政府立即释放这名领导
人。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则警告特朗普不要作出挑衅
行为，
否则将予以坚决回应。

委内瑞拉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说，
国家电信委员会要求在全国范围立
即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西班牙语频道的播出，
原因是这一频
道做出虚假报道，
称委内瑞拉驻伊拉
克使馆倒卖护照和签证。
这一频道在今年 2 月 6 日播出
的一档节目中称，位于伊拉克首都
巴格达的委内瑞拉使馆对外非法出
售护照和签证，购买者可能与恐怖
组织有关联。报道同时称，委内瑞

北约将在意大利那不勒斯
成立指挥中心

突尼斯紧急状态
再延长3个月

禁播CNN西班牙语频道

据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15 日电
（记者刘阳 徐剑梅）被美国总统特
朗普提名为劳工部长的安德鲁·普
兹德（上图，新华社发），因提名通过
无望于 15 日宣布放弃提名。
“经过仔细考虑，并与家人商量
后，
我放弃劳工部长的提名，
”
普兹德
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普兹德还表
示：
“虽然我不会在这届政府中任职，
但我完全支持总统和他合格的团队。
”
普兹德是 CKE 集团首席执行
官，该集团旗下有多个快餐连锁品
牌。他接受特朗普提名之后，不断
有和他相关的负面新闻爆出，令他
陷入争议。
有美国媒体报道，普兹德曾雇
佣非法劳工作为家政人员，并涉嫌
对前妻实施家庭暴力等。多名共和
党参议员表示难以接受这些丑闻，
不会在参议院投票中支持他，令他
的提名丧失通过的希望。
普兹德放弃提名是对执政尚未
满月的特朗普政府又一新的打击，
也凸显白宫和国会裂痕日益加剧。
此前被提名为教育部长的德沃斯就
遭到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反对，仅以
51 比 50 的优势惊险通过提名。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16 日举行闭门听证
会，
就是否批准逮捕三星电子副会长、三星集团
实际控制人李在镕进行审理。预计法院将在 17
日上午前宣布是否签发针对他的逮捕令。
李在镕当天上午穿着深色外套、系着藏蓝
色领带，面色凝重。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
示，在抗议者高喊“逮捕他”的背景声中，李在
镕在法院外没有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
这是最近一个月内，负责调查总统朴槿惠
“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第二次提请逮
捕李在镕。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上任后，委内瑞拉方面
表态一直较为谨慎，但这一态度在
15 日彻底转变。
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马杜罗
称他是“窃贼”、
“ 土匪”，但此后降
低调门。去年 11 月下旬，马杜罗呼
吁特朗普纠正美国过去在拉丁美
洲犯下的错误，希望与特朗普一起
改 善 委 美 关 系 。 上 月 ，马 杜 罗 还

■■■■■

印度对奢华婚礼动刀
印度传统婚礼以热闹奢华、宾客众多著
称，但一些富豪和官员为儿女举行的婚礼过于
奢华，引发民间不满。一名联邦议员提出法
案，要对婚礼标准设限，不仅削减人数、限制菜
品，还要对超过一定标准的奢华婚礼征收“扶
贫税”。
《印度斯坦时报》15 日报道，联邦议员兰吉
特·兰詹去年提出婚礼（强制登记和杜绝浪费）
法案将接受人民院、即议会下院处理。一旦生
效，婚宴宾客人数和菜品均将受限。任何婚礼
开销超过 50 万卢比（约合 5 万元人民币）的家
庭，必须提前告知政府具体金额，并将开销的
10％交给政府成立的福利基金会。这笔钱将
被用于资助穷苦女孩的婚礼。
此外，所有婚礼须在举办前 60 天内登记注
册。兰詹告诉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如今婚礼
与习俗无关，
“更多的是在炫富”，
给贫穷家庭造
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她认为，法案旨在杜绝铺
张浪费，鼓励婚礼从简。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