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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5月24日电（记
者刘品然 刘晨）美国总统特朗普24
日说，美国将向中东增兵约1500人，
主要承担“防御任务”。

特朗普当天中午在白宫对媒体
说，美国在中东的人员和利益需要得
到保护，美国将部署相对小规模、“防
御性”的美军。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随后
在社交媒体上说，五角大楼已将派兵
计划通知国会，这批美军将部署至美
中央司令部辖区以回应“伊朗威胁”。

另据媒体报道，约1500名美军
将在未来数周内完成部署。

特朗普23日下午曾表示美国不
需要向中东增兵，但同时称，若有增
兵需要，无论数量多少，他都会向中

东派兵。同天，沙纳汉说美国将在中
东提升军事保护能力，称这可能会涉
及增派军队。23日晚些时候，白宫
就伊朗局势和派兵等问题进行讨论。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发表声明
说，美国的增兵举动只是宣传手段，
意在制造舆论压力，不可能迫使伊
朗退让。

出兵中东已成为近期美国舆论
关注焦点。美国媒体近日报道五
角大楼正考虑向中东增兵5000人
或1万人。《纽约时报》本月早些时
候还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若
伊朗攻击美军或加速研发核武器
项目，美国或将调遣至多12万美军
前往中东地区。不过这些报道均

被美官方否认。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加大对伊

朗“极限施压”力度。本月早些时
候，美国正式取消部分国家和地区
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以全面
禁止伊朗石油出口，后又宣布制裁
伊朗钢铁、铝、铜等产业。此外，美
国还向中东地区部署“亚伯拉罕·林
肯”号航母编队、战略轰炸机等以应
对“伊朗威胁”。

作为回应，伊朗总统鲁哈尼本月
8日宣布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
分条款，不再对外出售重水和浓缩
铀。同时，伊朗拟在60天内与伊核
协议其他签字方谈判伊方权益问题，
若诉求得不到满足，伊方将不再限制
铀浓缩活动的产品丰度。

突发爆炸
当地时间24日傍晚17时30分

左右，里昂一条熙熙攘攘的步行街发
生爆炸。警方当即封锁这一区域、疏
散人群，消防人员和排爆人员后续抵
达现场。

法新社报道，截至25日，确认13
人受伤，分别是8名女子、一名10岁
女孩和4名男子。伤员中，11人入院
治疗，所幸伤势不危及生命。

事发地点位于索恩河与罗讷河
之间的一处狭长地带，属于城区中
心。初步调查显示，有人把可疑箱

子放在一家面包店门口，紧接着发生
爆炸。

总统马克龙把这一事件定性为
“袭击”，向伤员及其家属表达慰问。
内政部长克里斯托夫·卡斯塔内赶赴
里昂。

巴黎反恐部门接手调查。法国
掌玺和司法部长妮科尔·贝卢贝告诉
商业调频电视台，暂时无法断定袭击
是否出于恐怖主义动机。

追捕男子
法国警方依据监控视频发现

一名嫌疑人，25 日继续搜捕这名

男子，同时呼吁目击者提供更多
线索。

这名男子看似30多岁，穿深色
长袖上衣和浅色短裤，骑山地自行车
来到事发面包店门口，放下一个箱
子，不久便发生爆炸。

一些亲历者说，爆炸声“震耳
欲聋”，附近建筑物玻璃震碎。

现年17岁的学生埃瓦说，他当
时离面包房大约15米，“传出一声巨
响，我还以为发生撞车”。定睛一看，

“我身边散落着一些电线、电池，还有
纸板、塑料碎片。一些建筑物的窗户
被（冲击波）震没了”。

恰逢选举
袭击发生在欧洲议会选举期

间。欧洲联盟成员国选民23日至26
日分别投票，选出751名议员、组成
第九届欧洲议会。

其中，法国选民定于26日投票，
包括里昂在内的多座城市24日原本
正在举行竞选活动，受爆炸影响而叫
停活动。

里昂是法国第三大城市，市中心
以及郊区的总人口230万。里昂分
管安全事务的副市长让-伊夫·塞舍
雷斯说，最新袭击发生在“里昂中心

地带的一条主要街道，那片区域处于
高度警戒状态，一直都有警察巡逻”，
还有军人巡逻。

法新社介绍，法国上一次遭遇包
裹炸弹袭击是在2007年12月，巴黎
一家律师事务所门外包裹爆炸，造成
1人死亡、1人受伤。那一事件迄今
没有侦破。

法国近年遭遇多起恐怖袭击，安
全部门自2015年以来保持高度戒
备。法国巴黎2015年11月发生连
环恐怖袭击，数百人死伤，法国随后
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6次延长紧急
状态。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大马士革5月24日电 叙
利亚外交部24日发表声明，否认有关
政府军在叙西北部使用化学武器的
说法，指出“这是西方在威胁和恐吓
叙利亚”。

声明说，有极端组织通过网络散
布叙政府军在拉塔基亚省卡巴尼镇使
用化学武器的假消息，叙利亚武装部
队和外交部对此予以完全否认。

声明指出，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
方国家再次捏造叙政府军使用化学武
器的谎言，试图减轻恐怖分子在叙利
亚伊德利卜面临的压力，拖慢政府军
在这一地区的推进步伐。声明强调，
这一谎言不会阻止叙利亚军队继续打
击恐怖主义。

叙利亚反对派媒体日前在社交媒体
上声称，“叙政府军在叙西北部拉塔基亚
省卡巴尼镇实施袭击时使用了含氯气的
火箭弹”，这一说法随即被叙军方否认。

美国国务院21日称，“叙利亚政
府可能再次使用了化学武器”，“任何
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都将招致美国及
其盟友回应”。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24日表示，美国国务院有关叙利亚政
府军可能在叙西北部实施“化学武器
袭击”的说法，是臆想出来的不实指
控，目的是掩盖恐怖分子破坏当地局
势的图谋。

新华社雅加达5月25日电 印
度尼西亚2019年总统选举候选人普
拉博沃·苏比安托24日深夜正式就
选举结果向宪法法院提起上诉。

普拉博沃竞选团队说，他们有大
量证据证明本次选举存在大规模和
系统性的违规行为。除了上诉状，普
拉博沃竞选团队律师还提交了51份
证据，包括能够证明选举存在舞弊的
文件和证人名单。

印尼宪法法院发言人法贾尔·拉
克索诺说，宪法法院将于开斋节假期
后就此案进行公开庭审，最终裁决结
果将于6月底公布。

印尼选举委员会21日凌晨正式

公布2019年印尼总统选举结果，现
任总统佐科·维多多以55.5%的得票
率赢得选举。结果公布后不久，普拉
博沃的竞选团队表示，选举存在舞弊
和不公正现象，普拉博沃将不会接受
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印尼国内
外多家独立选举观察机构认为本次
选举总体上是自由和公正的。

根据印尼选举法，对选举委员会
公布的结果不满的总统候选人可在
结果正式公布后3天内向宪法法院
提出诉讼，宪法法院将视情况决定是
否受理。一旦受理，宪法法院必须在
两周内公布最终裁决结果。该判决
为最终判决，无法上诉。

新华社新德里5月25日电 印度
总统科温德25日下令解散第16届人
民院（议会下院），从而为刚刚选举产
生的第17届人民院成立铺平了道路。

印度总统办公室当天发布新闻
公报说，由现任总理莫迪领导的内阁

24日通过决议，建议总统立即解散第
16届人民院。根据印度宪法赋予的
权力，总统接受了内阁的建议并签署
了解散第16届人民院的命令。

另据公报，莫迪24日向科温德
提交了总理及内阁辞职的请求，科温

德接受了辞呈并要求总理和内阁继
续行使权力，直至新政府产生。

印度全国大选结果24日揭晓，
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赢得303个人民
院议席从而获得大选胜利，其领导的
全国民主联盟共获得352个席位，最

大反对党印度国民大会党仅赢得52
席，莫迪连任总理成为定局。

据此间媒体报道，全国民主联盟
新当选的人民院议员将于25日晚些
时候召开会议，推举莫迪为联盟领导
人，随后莫迪将连任印度总理。

接受总理莫迪领导的内阁建议

印度总统下令解散议会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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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里昂爆炸 马克龙定性为“袭击”
至少13人受伤，反恐部门正调查是否涉及恐怖主义

5月24日，在法国里昂，应急人员到达爆炸现场。 新华社/法新 5月24日，在法国里昂，应急人员将一名伤者送上救护车。 新华社/法新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东南部城市里昂市中心一广场附近24日下午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3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把这次事件定性为“袭击”，反恐部门正调查是否涉及恐怖主义。
警方从监控视频中发现一名可疑人员，并搜捕这名男子。

联合国授予
两名中国军人和平勋章

以“紧急情况”为由

美国政府推动
对中东三国军售

新华社华盛顿 5月 24日电 （记者刘品然
刘晨）美国政府24日绕开国会审议程序，以“紧急
情况”为由推动对约旦、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军
售。国会两党部分议员对此表示不满。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根
据美国《武器出口控制法》有关条款，他指示国务
院立即推动美国对约旦、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共
计22项、总价值约81亿美元的军售。交付的军
备包括军机的维护设备，情报、监视和侦察设备以
及武器弹药等。

声明表示，相关军售项目是为了“支持美国盟
友，促进中东稳定并协助有关国家威慑和防御伊
朗（的攻击）”，并称推迟相关军备交付将对这些国
家的防务造成严重影响。

美国《武器出口控制法》规定，美国在对外军
售前应提前告知国会，国会议员需进行审议，但该
法也有条款授权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无需国会审
议直接完成军售。

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当天表示，美国
政府绕过国会推动对中东国家的军售是一个“巨
大错误”；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认为这是一
个“危险先例”，未来美国总统也可能借此不受国
会制约地出售武器。

标价212.5万美元

美药管局批准
“史上最贵”疗法

新华社华盛顿5月24日电（记者周舟）美国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4日批准首款治疗小儿脊髓
性肌肉萎缩症的基因疗法。开发该疗法的瑞士诺
华公司对其标价212.5万美元，被诸多媒体称为

“史上最贵”疗法。
新疗法名为Zolgensma，用于治疗2岁以下

的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患者。这种疾病由基因突变
引起，患者常在1岁内发病，出现肌肉无力和萎缩
症状，多数会在婴幼儿期因呼吸衰竭死亡。

美药管局介绍，这是一种基于腺相关病毒
载体的基因疗法，一次性静脉内给药便可修补
相关基因缺陷，从而改善肌肉功能，提高患者生
存率。临床试验显示，患儿用药后运动能力明
显改善，能够控制头部活动，并在无支撑情况下
坐立。

诺华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与一些疗法需要
长期治疗不同，Zolgensma疗法是一次性治疗，
如果患者存活期达到5年，则相当于平均每年花
费42.5万美元，不比现有的一些疗法更贵。

目前，另外一种治疗儿童和成人脊髓性肌肉
萎缩症的疗法是美国百健公司的Spinraza，第一
年治疗花费75万美元，此后每年的费用为37.5万
美元。

叙利亚政府否认
军方使用化学武器

印尼总统选举败选者就选举结果提起上诉
最终裁决结果将于6月底公布

普拉博沃（左）和竞选搭档桑迪亚加·乌诺（右）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5月24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中国
军人端木栋林（前左）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

联合国24日举行授勋仪式，将联合国“和平
勋章”授予中国军人张琦曼和端木栋林，以表彰他
们为联合国维和事业做出的贡献。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富时罗素宣布
将A股纳入其全球指数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记者刘慧）北京
时间25日凌晨，富时罗素（FTSE Russell）在其
官网宣布，将A股纳入其全球指数，这次变动将
于6月21日收盘后正式生效。富时罗素公布了
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2019年6月的季度变动，其
中包括了纳入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的A股名单，
共有1097只A股入选。

根据富时罗素公布的计划，A股纳入将分三
步走：2019年6月纳入其中20%，2019年9月纳
入40%，2020年3月纳入40%。从纳入比重来
看，在第一阶段，A股将占到富时罗素新兴市场指
数比重的5.59%。

富时罗素认为，中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第
二大经济体，在过去40年中实现了非凡的经济转
型。随着中国经济的变化，其股市的规模和构成也
发生了变化。富时罗素CEO麦思平曾表示，将会
继续与全球客户合作，提供指数基准和分析解决
方案，以促进对中国地区股票和固定收益的投资。

罗素指数是由FrankRussell公司创立，由华
盛顿州的FrankRussell所发行的市场资本总额
加权平均数，为小企业股价表现最佳的衡量工具
之一，是美国市场被广泛关注的跟踪大型股和小
型股的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