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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韩国国防部提供的照片显示，11月20
日，韩朝边境附近非军事区内的一处朝鲜警备哨
所被炸毁。

10月26日，韩朝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
阁”举行将军级军事会谈，商定撤出边境附近非军
事区内11个警备哨所的人员与装备，并于11月底
前完全撤除这些哨所，双方将在12月通过相互检
验，最终确认相关撤离措施于年底前全部完成。

新华社/路透

朝鲜炸毁非军事区警备哨所

美财政部当天与国务院和
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指向性报
告，警告全球航运界不要参与向
叙政府运送石油，否则将面临严
重后果。

报告附录列出自2016年以来
涉嫌向叙利亚运送石油的35艘船

只，称部分船只先前以伪造文件、船
对船运输、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等“欺骗性手段”向叙利亚运油。

美财政部分管恐怖主义和金融
情报的副部长西加尔·曼德尔克在
声明中说：“船运企业、承保人、船
主、经理和操作人员都应意识到，参

与运输伊朗石油这一可能承受制裁行
为的严重后果。”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推
特”上警告，“任何人想运油至叙利
亚”，或试图规避美方对伊朗制裁，都
将面临“严重后果”。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美国财政部

指认的复杂网络显示，俄罗斯一直
寻求削弱美方对叙利亚和对伊朗政
策的效力。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
美方最新制裁寻求持续向伊朗及其
盟友施压。

美国政府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8月重新启动对伊朗
金融、金属、矿产、汽车等一系列非
能源领域制裁；本月5日对伊朗金
融、航运、航空、能源等领域重启制
裁。伊朗方面将美方举措视为经济
战，誓言抵制。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18日告诉媒体记者，他亲手
准备对米勒提问的回答；他不可能就阻
挠调查作答，“我们为这一政治迫害浪费
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美联社报道，如果米勒方面不满意，
不排除向总统发传票的可能性。传唤总
统当面接受询问，需要代理司法部长马
修·惠特克等司法部高层官员签字同

意。另外，特检组如果与特朗普律师小
组最终闹上最高法院，能否获得最高法
院支持尚未可知。最高法院迄今没有直
接裁定总统是否应该在刑事调查中接受
传唤的先例。

前任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本月7
日应特朗普要求辞去职务，特朗普随后
任命塞申斯的办公室主任惠特克为代理

司法部长。美国媒体报道，塞申斯避嫌
“通俄”调查，惹恼特朗普。惠特克曾经
公开建议限定“通俄”调查范围，获得特
朗普青睐。

塞申斯辞职后，美国国会民主党人
要求众议院召开紧急听证会，调查特朗
普迫使塞申斯辞职，同时力保米勒继续
推进“通俄”调查。

以支持美方所认定的恐怖组织为由

美财政部“封杀”伊俄叙原油网络

依据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伊朗承诺限制核项目，接受国际核
查，美国和欧洲逐步解除对伊制裁。

美国今年5月退出这份协议，本月
5日全面恢复对伊朗制裁。伊朗方面
一度声称，若经济利益得不到保证，将
退出协议。

英、法、德等其他五国和欧盟支持
维护伊核协议。英国外交大臣杰里
米·亨特19日访问伊朗，会晤伊朗外交

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讨论
协议的前景等议题。

欧盟外长会19日有关伊朗的讨
论并非全部不利于伊朗。会议寻求
推动设立处理与伊朗非美元贸易的
特殊机构。

全球通行的原油交易以美元结
算，新设特殊机构可望帮助伊朗出口
的油气与欧盟制造的物品交易，绕开
美方制裁。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

里昂告诉媒体记者，大家有“尽快设立
这一金融机构的意愿”。

6名外交官上周向路透社记者证
实，欧盟试图在本月组建特殊机构，但
似乎没有成员国愿意让这一机构落
户。路透社解读，特殊机构一旦落户
某个欧盟成员国，这个国家的银行可
能参与对伊贸易往来，进而招致美国
方面制裁。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回应伊朗势力在丹麦和法国图谋发动袭击

欧盟外长谨慎支持对伊新制裁
多名欧洲联盟成员国外交官19日告诉路透社记者，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谨慎支持

对伊朗施加新一轮经济制裁，以回应伊朗势力在丹麦和法国图谋发动袭击。
为挽救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欧盟先前尽量避免对伊朗施加制裁。

这5名消息人士说，在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19日举行的欧盟外长会上，
丹麦和法国外交部长分别介绍针对这
两个国家的袭击图谋。欧盟外长会同
意考虑制裁一些伊朗个人，但没有讨
论制裁细节以及制裁对象。

路透社报道，因为顾及伊朗2015
年7月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
和德国就解决伊朗核问题达成的全面协

议，欧盟一直不愿考虑制裁伊朗，而是寻
求对话。但最近几个月，因为一些伊朗
人涉嫌图谋在欧洲国家发动袭击，欧
盟内部就是否制裁伊朗产生分歧。

比利时检察部门7月初证实，伊朗
境外反政府组织“伊朗人民圣战者组
织”6月30日在法国首都巴黎郊区组织
集会；比利时警方同一天在布鲁塞尔逮
捕一对伊朗裔比利时夫妇，指认两人涉

嫌密谋袭击那场集会。法国方面随后
制裁两名伊朗人和伊朗情报机构。

丹麦10月30日指认伊朗情报部
门图谋在丹麦袭击一名伊朗反政府武
装头领，当天宣布召回驻伊朗大使。

伊朗方面否认欧洲国家指认，认
定反伊朗势力想在多方试图挽救伊核
协议的“关键时期”破坏伊朗与欧洲的
关系。

美国财政部20日指认伊朗和俄罗斯构建国际原油和资金网络，向叙利亚运送数百万桶石油，经由叙利亚向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输出数亿美元资金，进而支持美方所认定的恐怖组织。

美财政部宣布制裁9个实体和个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1日回应，认为美方制裁“无效”。

隶属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
产控制办公室20日在官方网站
发表声明，用文字、照片和示意
图等详细描述伊朗、叙利亚和俄
罗斯的个人和实体如何构建网
络，绕过制裁，向叙利亚运输数
百万桶伊朗产原油。

依照美方描述，伊朗方面
“出钱出油”：伊朗中央银行购买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石油，经由俄
方企业运至叙利亚。其中起关键作
用的是叙利亚男子穆罕默德·阿米
尔·什维基及其设在俄罗斯的企业

“全球展望集团”。
伊朗国家银行的一家全资子银

行、伊朗一家医药企业以及隶属俄
罗斯能源部的“普罗姆西里奥进口
公司”参与这一输油网络。

美方还认定，伊朗央行以什维基及
其企业和叙利亚央行为渠道，向“圣城
旅”、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提供数亿美元资金。三家组
织均被美方认定为恐怖组织。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在声
明中说，美方要打击的是一个伊朗和俄
罗斯用于支持叙利亚政府、为伊朗“恶
意活动”募集资金的“复杂方案”。美国

致力于让试图巩固叙总统巴沙尔·
阿萨德政权的伊朗、俄罗斯等方面

“付出经济代价”，同时“阻断伊朗政
府对恐怖组织的资助”。

美财政部将什维基、伊朗央行
两名官员、“全球展望集团”和“普罗
姆西里奥进口公司”等6名个人和3
家实体列入“特别指定国民与禁止
人员名单”。

根据美方相关规定，列入上述名
单者在美国境内资产将被冻结，美国
公民不得与他们发生任何交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赫拉姆·
卡西米21日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最
新制裁，认为制裁“不理性”且“无
效”。卡西米说，“迟早他们会认识
到，（制裁）不会奏效”，且美方最新
制裁出于空洞借口。

特朗普笔答“通俄”调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律师20日说，特朗普已经书面答复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

的询问，就所谓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说明其所知情况。
这是特朗普首次直接配合米勒主持的“通俄”调查，具体提问和回答没有公开。
媒体分析，书面回答对双方都有一定的好处，既让特朗普有可能避免面对面接受调查人员

询问，又让特别检察组获得特朗普正式说明，供后续查证。

特朗普的律师杰伊·塞库
洛说：“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书面
提问涉及关联俄罗斯的调查内
容，总统以书面方式作答。”

塞库洛说，律师小组不会
公开米勒提问和特朗普答复的
具体内容。

美联社报道，书面答复
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是特朗
普首次向特检组说明他对
2016年选举中“俄罗斯影响”
的了解。

米勒去年5月出任特别检
察官，主持调查特朗普竞选团
队与俄罗斯方面“串通”嫌疑。
特检组数月前向特朗普方面提
出数十个问题，包括竞选团队
是否与俄罗斯协作以及特朗
普是否试图阻挠“通俄”调查、

继而采取包括解除联邦调查
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职务在内
的做法。

而后，特检组接受特朗普
书面说明竞选团队与俄方关
系，同意搁置涉及阻挠调查的
问题。特检组不排除后续追
问阻挠调查事宜，但特朗普的
律师小组以美国宪法修正案
为依据，强调总统无需解释任
内的做法。

特朗普的另一名律师、前
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20日
说，律师小组认为，调查超出合
理范围，引发涉及宪法所赋总
统权力的担忧。特检组已经得
到白宫“空前”配合，包括获得
140万页材料，因而“是结束这
一调查的时候了”。

米勒特检组迄今起诉超过30个嫌
疑人和实体。特朗普前竞选团队经理保
罗·马纳福特、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
尔·弗林等多人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或
由法院定罪，但只涉及作伪证、税务欺
诈、银行诈骗等罪名，没有涉及特朗普竞
选团队与俄方“串通”嫌疑，也没有牵连
特朗普本人。

特朗普向特检组书面作答，使他加
入近20年来配合刑事调查的在职总统
行列。

1998年，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就
“白水事件”向联邦大陪审团作证。

上世纪70年代末，克林顿及其妻子
与麦迪逊储贷担保所老板合伙，在阿肯
色州创办白水开发公司。这家企业

1991年申请破产，而麦迪逊储贷担保所
1989年倒闭。这导致作为存款担保方
的联邦银行损失数千万美元。克林顿夫
妇被指借助白水开发公司转移来自麦迪
逊储贷担保所的非法红利，用于竞选州
长。检方指控克林顿夫妇妨碍司法和作
伪证等罪名，但这些罪名未获认定。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11月20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人们将伤
者送往医院。

据阿富汗媒体20日报道，喀布尔当天发生一
起爆炸袭击事件，造成至少40人死亡，另有80人
受伤。 新华社/路透

阿富汗首都发生爆炸事件
至少40人死80人伤

并非全部不利于伊朗

伊朗否认欧洲国家指认

三家组织被美认定为恐怖组织

伊朗誓言抵制

获得140万页材料

超过30个嫌疑人和实体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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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宣布

“星舟”2024年
执行火星载人任务

据新华社洛杉矶11月20日电 （记者谭晶
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宣
布，将这家公司正在研发中、未来可能把人类运送
到火星的下一代重型运载火箭由“大猎鹰火箭”
（BFR）更名为“星舟”。

他日前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介绍，该型运载火
箭技术上包括两部分，“星舟”其实是火箭的上面
级，火箭第一级是名为“超级重型”的助推器。

“星舟”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下一代重型运
载火箭，比该公司现有的“猎鹰9”和“猎鹰重型”
运载火箭更强大。按照马斯克的设想，这一长
118米、可回收再利用的新型火箭将于2022年执
行火星货运任务，2024年执行火星载人任务，预
计单次可运送约100人至火星。

这一火箭目前仍在开发初期阶段，建造费用
预计50亿美元。日本企业家前泽友作已预订了
座位，打算2023年乘“星舟”完成绕月之旅。据介
绍，“星舟”还可有多种用途，比如往返地月而无需
重新加注燃料，使建立月球基地更加可行；或用于
地球上的交通，使地球大部分地点之间的旅行不
超过1小时。

美军空袭索马里“青年党”
打死37名武装分子

新华社内罗毕11月20日电（记者杨臻）摩
加迪沙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20日发表声明说，
美军19日在索马里中部对极端组织“青年党”目
标实施空袭，打死该组织37名武装分子。

声明说，美军19日与索马里政府军配合，向
索马里中部的“青年党”据点发动两轮精准空袭，
分别打死27名和10名该组织武装分子。

声明表示，美军将继续与非盟驻索马里特派
团和索马里安全部队合作打击恐怖组织。

索马里“青年党”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
极端组织，近年来在索马里及其邻国多次发动恐
怖袭击。

解散“慰安妇”基金会

韩日关系雪上加霜
据新华社北京11月 21日电 (记者耿学鹏

陆睿 王可佳)韩国政府21日宣布，将解散此前
依据《韩日慰安妇协议》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
金会”。此举引发日方强烈不满，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等多名政府高官指责韩方不遵守双方的有
关约定。

分析人士指出，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历
史问题始终是横亘在韩日两国关系改善道路上的
一大难题。此前，韩国最高法院判决相关日本企
业应当对二战时期强征韩国劳工承担赔偿责任，
这一裁定让韩日关系陷入僵局。而韩方此番宣布
解散基金会的决定令两国关系雪上加霜。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韩方在未获日方理
解的情况下，单方面发表解散“慰安妇”基金会的
决定，加之此前韩国最高法院在强征劳工赔偿责
任问题上的判决，这一系列举动均显示出日韩之
间的不信任感正在持续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