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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日致电阿富汗总统穆
罕默德·阿什拉夫·加尼，对阿富汗
首都喀布尔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
件表示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喀
布尔发生严重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
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受伤者和遇

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对这一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中国
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支持阿富汗
政府和人民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维

护国家安全稳定。
新华社柏林6月1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1日致电阿富汗首席执行
官阿卜杜拉，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
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表示慰问。

李克强在慰问电中对这一袭击事
件予以强烈谴责，表示中方反对一切
形式的恐怖主义，将一如既往坚定支
持阿富汗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打击恐怖主义所作的不懈努力。

就阿富汗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

习近平向加尼总统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阿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致慰问电

退还是留？

《巴黎协定》撕裂美国
特朗普听谁的

《巴黎协定》不仅得到美
国科技企业拥护，还得到埃
克森美孚公司、英荷壳牌石
油公司等能源巨头支持。

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
达伦·伍兹5月31日说，“我
们需要那样的框架来应对气
候变化的挑战、气候变化的
风险”。本月早些时候，壳牌
石油总裁本·范伯尔登说，谈
论退出《巴黎协定》可能导致

“不确定性”，让商业决策更
困难。

包括这些能源巨头在
内，许多跨国公司在进行长
期投资决策时，会考虑到大
多数国家都在提高环保标准
这一前提，相应地，会在绿色
技术上增加更多投入。按照
经济分析师范阿克的说法，
大企业的眼光总是远一些，
不会局限于美国总统的四年
任期。

例如，通用电气公司打
算 2020年前在清洁技术研
发上投入250亿美元。

“我们相信气候变化是
真实的，”通用电气总裁杰弗
里·伊梅尔特今年3月在给员
工的公开信中说，“我们的客
户、伙伴和驻在国需要能够
减少排放、提高能源效率和
降低成本的发电技术。”

经济学家还警告，如果美
国退出《巴黎协定》，将不利于
限制气候变化给全球经济带
来的损失。2015年，斯坦福
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
利分校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到2100年，气候变化将使全
球经济产出减少20％。

“全球气候变化对经济
构成威胁。”穆迪分析公司首
席经济师马克·赞迪说，“我
们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所做
的任何努力都有利于经济发
展”，而在与气候变化的斗争
中，任何拖延行为都会带来

“负面的经济影响”。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曾称气候变化是“骗局”，
并在竞选期间承诺，他当选总统后的
100天内，美国会退出《巴黎协定》。
不过担任总统一职以来，受到多方压
力，特朗普未能兑现这一承诺。

即使在特朗普的班子内部，也出
现了支持和反对退出《巴黎协定》的两
大阵营。路透社报道，特朗普的顾问
史蒂芬·班农、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斯
科特·普鲁伊特、白宫法律顾问唐纳
德·麦克加恩等坚持主张退出《巴黎协
定》，认为这一协定将有损美国经济。

而反对退出的包括特朗普的助理
伊万卡·特朗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
主任加里·科恩、美国能源部长里克·
佩里等。他们认为美国可以减少自愿
减排目标，但仍留在《巴黎协定》内。

力劝退出的一方认定，兑现减排
目标将有损美国企业收益并对制造
业就业岗位构成威胁，尤其是在中西
部及其他在大选中力挺特朗普的地
区。而且，留下意味着《巴黎协定》会
成为环保团体手中的法律筹码，用以
抵制特朗普的环境政策。

主张留下的一方相信，退出《巴
黎协定》将打击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

努力，也有损美国在全球范围的领导
力。曾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国务卿热门
人选的2012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米特·
罗姆尼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写道：“认
可巴黎协定不仅关乎气候，也关乎美
国是否保持全球领袖的地位。”

部分白宫幕僚正在寻求折中办
法，比如就《巴黎协定》条款进行再谈
判。美联社报道，白宫国家经济委员
会主任加里·科恩认为存在不完全退
出协议但改变减排目标的可能性。
特朗普的女婿、高级顾问贾里德·库
什纳认为，虽然《巴黎协定》“很糟
糕”，但仍希望在不退出的情况下修
改减排目标。

报道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
特朗普政府考虑3种退出《巴黎协
定》的形式：一是正式退出《巴黎协
定》，但这需要3年才能生效；二是特
朗普政府宣布《巴黎协定》是需要参
议院批准的法律条约，但参议院肯定
不会投票通过；三是特朗普政府直接
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巴黎协定》正是这一公约下应对气
候变化的文件。报道评论说，第三种
做法虽然快，但过于极端。

许多经济学家担心，如果美国退
出《巴黎协定》，那么美国将在发展环
境友好型技术、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
上失去领导世界的机会。不少科技企
业认为，特朗普应该留在《巴黎协定》，
与高新技术企业加强合作，“美国在创
新领域的领导地位应当无出其右”。

作为少数与特朗普政府合作的技
术大咖，美国电动汽车企业特斯拉公
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5月31日
说，他已尽己所能直接劝告特朗普留
在《巴黎协定》。如果特朗普决定退
出，他将不得不退出总统经济顾问委
员会和制造业就业倡议计划。

本月早些时候，《纽约时报》《华
尔街日报》和《纽约邮报》多次刊登由
苹果、谷歌、惠普、英特尔、微软、蒂芙
尼等25家大企业联名签署的一份整
版广告，敦促特朗普政府不要退出
《巴黎协定》。这些企业涉足科技、能
源、零售、卫生、消费品、制造和金融
行业等多个领域，其总市值超过3.2
万亿美元。

赞助这个广告的机构包括美国气
候和能源解决方案中心。在其组织下，
苹果、杜邦、沃尔玛、壳牌、谷歌、微软等
16家世界500强企业还在4月底给特
朗普政府写了一封类似的公开信。

针对特朗普即将宣布是否退出联合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国际社会高度
关切和担忧，众多国家劝美国三思。

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布呼吁全世界积极行动、遏制气候变化的讲
话。他说：“美国不退出《巴黎协定》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加拿大、欧盟、中国等国均已表态，即便美国退出，他们仍将坚持遵守《巴黎协定》。

容克指出，气候变化、全球变暖
导致海平面上升，83个国家因此面临
消失的风险。“这不仅事关欧洲的未
来，更关切全人类的未来。”

小岛屿国家和低海拔国家首当
其冲，因而十分着急，希望美国留在
《巴黎协定》。

观察人士担心，如果美国退出

《巴黎协定》，将产生不良示范作用，
导致其他国家不积极履行承诺。塞
舌尔常驻联合国代表让·罗纳德·朱
莫5月31日说，美国退出气候协定将

“给所有人带来麻烦”，各国不得不付
出更多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小岛屿国家联盟轮值主席、马尔
代夫常驻联合国代表艾哈迈德·萨里

尔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一场新闻
发布会上说，如果美国退出，小岛屿
国家“将尽可能提高我们的声音”，为
抵抗海平面上升的斗争寻找其他“真
诚且持久”的合作伙伴。

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斯科格认
为，如果退出《巴黎协定》，美国在其
他多边谈判上的抱负以及美国在联

合国的利益也将受到损害。
美国环保组织“山岭俱乐部”主

席迈克尔·布鲁内说，美国退出《巴黎
协定》将是“历史性错误”，“我们的子
孙后代今后会目瞪口呆地回顾这段
历史，沮丧地看到一位世界领导人竟
然如此脱离现实和道义”。

王逸君（新华社专特稿）

退出《巴黎协定》？

国际社会劝美国

岛国恳求

欧洲警告
退出《巴黎协定》

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希望美国
留在《巴黎协定》

路透社1日报道，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5
月23日紧急批准了这一旨在更严格审查赴美外
国人的新规定，期限为6个月，到期后可能再续。

按照规定，美国使领馆签证官员有权要求申
请人提供先前所有护照的护照号码、过去5年使
用过的所有手机号、电子邮箱地址、社交媒体账号
以及过去15年的工作履历、居住地址和旅行经
历。申请人自愿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无法提供上
述信息，签证申请手续将被延迟或停止。

此前，这一新规定还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时，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通报中说，新规定适用于“与恐
怖主义有关联或因其他国家安全相关事由不符合
签证资格，从而被认定有必要进行额外详细筛查
的申请人”。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签证出新规

外国人赴美审查更严格

据新华社圣彼得堡6月1日电（记者魏良磊
鲁金博）俄罗斯总统普京1日在圣彼得堡表示，

俄不会坐视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普京说，如果朝鲜明天宣布停止一切核试验

和导弹计划，美国还会以其他理由继续建设反导
系统，或者就像现在在欧洲一样，完全没有任何理
由。俄罗斯必须要考虑这一点。

他表示，俄罗斯扩大在远东和南千岛群岛（日
本称北方四岛）的军事部署不是俄主动行为，而是
对外部形势的反应。俄要保障自身安全，消除在
远东出现的威胁，而南千岛群岛是很适宜加强军
事部署的地方。如果要在南千岛群岛去军事化，
首先要缓解整个地区的紧张形势。

普京：

俄不会坐视美国
在韩部署“萨德”系统

美国航天局5月31日宣布，将于2018年夏
天正式开始首次探日任务。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执行此次太空
探索任务的将是一个约3米高的无人探测器。5
月31日，该探测器被命名为“帕克太阳探测器”，
以向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尤金·帕克致敬。

据了解，这是美国航天局首次用在世人士的
名字命名航天器。

帕克1958年发表的科研论文预测了太阳风
的存在，他的理论随后得到卫星观测确认。

太阳风是从太阳向外流动的带电气体流，通
常以160万公里的时速经过地球，会扰乱外太空
天气，从而进一步影响地球，如卫星、宇航员以及
电网系统和飞机航班的受辐射程度等。

为向帕克表达敬意，“帕克太阳探测器”将携帕
克本人的照片和他那篇论文一起飞向太阳，同时，帕
克还会托探测器捎去他给太阳的一句话，这句留言
将刻在一个纪念盘上。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航天局
将于2018年首次探日

白宫两派观点针锋相对

科技企业齐呼“不要退”

能源企业也喊“留”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5月31日晚在社交网站
上说，他定于美国东部时间
6月1日下午3时（北京时间
2日凌晨3时）在白宫宣布是
否退出《巴黎协定》。同时他
还大卖关子，称“去”或“留”，
这是个问题，他还在听取两
方面意见。

一些白宫官员暗示，总
统高级幕僚和内阁高官在此
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特朗普
倾向于退出协定。不过，鉴
于特朗普有过重大决策前临
时变卦的先例，外界期待再
次出现“反转”。

特朗普曾在竞选时称气
候变化是骗局，威胁退出这
份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有
将近200个缔约方的国际法
律文件，认定那会有利于美
国经济、增加就业。然而，许
多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怀疑，
并担心美国因此失去绿色创
新领域的领先地位。

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
德·容克5月31日敦促美国不要退出
《巴黎协定》。他在德国首都柏林一
场论坛上警告，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美国可以简
简单单玩消失的想法是错误的，退出

协定需要3到4年时间”。
容克说，他是欧美跨大西洋合作

的忠实拥护者，“但是，如果接下来几
小时或几天内，美国总统说他要退出
《巴黎协定》，那欧洲就有责任说，‘那
样做不管用’”。

芬兰、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同
样批评特朗普有意退出《巴黎协

定》。芬兰总理尤哈·西比莱说，如果
美国退出，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将
是“一大挫折”。

瑞典气候变化事务大臣伊莎贝
拉·勒温说，如果美国退出，将“与我
们期待美国在人类面临重大挑战时
展现的领导力截然相反”。

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洛夫·斯

科格说，美国如果退出《巴黎协定》，“会
令全世界其他国家失望”，这是“全然不
顾欧洲非常友好国家的请求”的行为。

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1
日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英国
希望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发挥领导
作用，“我们正继续在所有层面游说美
方继续极其严肃地对待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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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一些平民离开伊拉克摩苏尔西部的
交战区。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5月29日视察了交战前
线，宣布摩苏尔战役已进入“最后阶段”，全市
95%的地区都已经解放。 新华社/法新

伊拉克摩苏尔战役
进入“最后阶段”

6月1日，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10家世界主
要通讯社负责人。 新华社/路透

多国科研人员提醒，眼下至少有1.7亿件太
空垃圾正高速绕地飞行，很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大
量撞击事件”，从而危及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乃至
国际空间站。

在太空“乱丢垃圾”的现象，日益引发关注。
就在今年2月，美国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往外丢
出一批重达1.5吨的太空垃圾，被一些媒体评价
为“太空史上最大的乱丢垃圾事件”。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1.7亿件太空垃圾
正绕地球飞行

危
险
！

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