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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新首相“决赛选手”出炉

谁将出任英国执政党
保守党党首暨下任首相？
范围20日缩小到两人：鲍
里斯·约翰逊和杰里米·亨
特。两人相同点是50多
岁，曾在牛津大学就读。

这两人是英国议会下
院313名保守党议员当天
经两轮投票选出的决胜轮
候选人。保守党全英 16
万成员将从两人中选出一
人，接替首相特雷莎·梅完
成退出欧洲联盟任务。

前外交大臣、前伦敦市市长约
翰逊在 20 日第二轮投票中获 160
票，得票率超50%，依然保持优势。

美联社报道，约翰逊自保守党新
领导人选举程序上周启动以来一路
领先，五轮票选的得票数持续增加。

现任外交大臣、曾出任文化大臣
和卫生大臣的亨特获77票，票数不及
约翰逊一半，仅以两票优势险胜环
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迈克尔·戈
夫。另有一票作废。

内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在当天
第一轮投票中率先遭淘汰。

约翰逊说，对获得同僚热情支持
“深感荣幸”，期待“遍访英国，阐释实
现‘脱欧’方案”。

路透社报道，亨特承认自己处
于劣势，但说“政治中常有像今天
这样的惊喜”。他“毫不怀疑肩上
责任”，即向保守党成员展示如何
不经议会提前选举实现“脱欧”以
及如何推动英国经济和国力提升。

据法新社报道，约翰逊和亨
特随后将出席英国各地 16 场竞选
集会。两人首场直播辩论定在 7
月 9日。

不过，外界注意到他们迄今没有
解释如何在短短数月内打破“脱欧”
僵局。

约翰逊55岁，号召选民的能力
获保守党同僚肯定。他在党内不仅
受强硬“脱欧”派力挺，同时被部分
温和派人士视作有能力团结保守
党、赢回选民的“统一者”。

不过，约翰逊先前的不当言论、
出任高官时的言谈举止以及容易忽
略细节的特点遭受质疑。历史学家
马克斯·黑斯廷斯20日告诉英国广
播公司，约翰逊为取悦听众什么都

敢说，“他会告诉‘泰坦尼克’号上的
乘客救援人员马上到”。

亨特52岁，被视作有经验、有
能力的传统型阁僚，但略显乏味。
他自称是两人中“严肃”的那个，暗
怼约翰逊。

然而，相较于约翰逊坚决主
张“脱欧”，亨特一度支持“留欧”
的 立 场 在 保 守 党 内 不 太 受 欢
迎。他目前坚称决心完成“脱

欧”，说过往从商经历有助于他
与欧盟谈判。

约翰逊和亨特都承诺尽快实现
“脱欧”，打算重新与欧盟谈判“脱
欧”协议，且准备在必要时“无协议
脱欧”。

只不过，约翰逊多次强调英国
必须10月31日如期“脱欧”。亨特
则认为，为确保新协议谈妥，“脱欧”
短时再度延期未尝不可。

约翰逊和亨特的“脱欧”主张
遭遇欧盟质疑。爱尔兰总理利
奥·瓦拉德卡 20 日说，欧盟对英
国不断延长的“脱欧”僵局渐渐失
去信心，但不会重新谈判“脱欧”
协议。

在瓦拉德卡看来，欧盟其他27
个成员国对“脱欧”再度延期有“强
烈抵触”。即便欧盟同意再度延期，

这段延长期也只能用于就“脱欧”再
次举行全体公民投票，或提前举行
议会选举，但绝不会用于重谈“脱
欧”协议条款。

卢森堡首相格扎维埃·贝泰尔
认为，英国新首相将不得不依据欧
盟与特雷莎·梅达成的“脱欧”协议
与欧盟打交道。

英国国内政界、工商业界和学

界同样有反对“无协议脱欧”的声
音。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20
日警告，“无协议脱欧”将置英国繁
荣于危险境地，让经济规模“永久
缩小”。

哈蒙德呼吁约翰逊和亨特告知
公众，如果他们的“脱欧”方案遇挫，
打破政治僵局的备选方案是什么。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会否
“无协议脱欧”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领导人选举
20 日举行最新一轮投票。英国前外
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与现任外交大
臣杰里米·亨特得票位居前两位。他
们将竞争保守党领导人及英国首相
之职。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来看，支持
率领先的约翰逊更有可能最终胜出，
其强硬立场会增加英国“无协议脱
欧”的可能性。

在“脱欧”议题上的立场，是决定
保守党新领导人及英国新首相人选
的最关键因素，而新首相又将对英国

“脱欧”的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英
国新首相最终花落谁家，他将带领英
国最终以何种方式结束“脱欧”僵局，
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约翰逊曾任伦敦市长和英国外交
大臣，2018年7月因与特雷莎·梅在“脱
欧”问题上出现分歧而辞去外交大臣一
职。在“脱欧”问题上，约翰逊态度强
硬，他曾主张英国无论能否与欧盟达成
新“脱欧”协议，都应在10月31日的“脱
欧”最终期限前退出欧盟。他还曾表
示，有可能延期支付390亿英镑的“脱
欧”分手费。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约翰逊出任
英国首相，他将寻求与欧盟重新就北
爱尔兰边界的“备份安排”进行谈
判。但欧盟此前多次坚决表示，不会
就“脱欧”协议再次与英国谈判。双
方的强硬态度将导致英国“无协议脱
欧”的可能性大幅增加。

相比之下，亨特在“脱欧”问题上
态度较为温和。现年 52 岁的亨特拥
有丰富从政经验，曾担任文化大臣和
卫生大臣。他在 2016 年“脱欧”公投
中是“留欧”派，但此后改变立场支持

“脱欧”。他曾表示不排除“无协议脱
欧”的可能性，但也强调这绝不是第
一选择。他认为，如果英国采取正确
方法，欧盟方面会愿意就“脱欧”协议
重新谈判。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两人胜出

主张类似

欧盟反馈

新华社德黑兰6月20日电 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再次发表
声明，驳斥美国关于被击落的无人
机未进入伊朗领空的说法，并公布
了击落美军无人机的一些细节。

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
讯社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
明说，被击落的美军RQ-4“全球
鹰”无人机当天从波斯湾南部的基
地起飞，机上电子侦察设备处于开
机状态，向伊朗方向飞行执行“侵略
性”侦察任务。回程途中，无人机进
入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领空，

伊朗防空系统于当地时间20日凌
晨4时5分将无人机击落。

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伊朗
外长扎里夫的话报道，被击落的无
人机残骸已被伊方寻获。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宣布在霍
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一架进入伊
朗领空的美制RQ-4“全球鹰”无
人机。美国官方随后证实无人机
被击落，但称这架无人机当时位
于国际空域。

美伊关系近期持续紧张。5月

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
向中东增兵约 1500人，主要承担

“防御任务”。6 月 17 日，美国代
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宣布美军将再
向中东增兵约1000人，以应对当
地“威胁”。美方还多次公开指责
伊朗应对近期在中东发生的多起
油轮遇袭事件负责，而伊方均予以
否认。

RQ-4“全球鹰”无人机是美国
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的高空
长航时无人侦察机，滞空时间长达
30小时，可执行多样化侦察任务。

据新华社华盛顿 6月 20 日电
美国《纽约时报》20日报道，美国总
统特朗普当天批准美军对伊朗实施
军事打击，以报复其击落美无人机事
件，但在最后一刻叫停。

《纽约时报》援引多名匿名美政
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当天批准
美军攻击包括雷达和导弹在内的多
个伊朗军事目标，但在晚间突然改变
主意，叫停行动。

报道说，特朗普叫停行动时，美
军战机已经升空，军舰也已就位。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确认，他
叫停了一次意在报复伊朗击落美无
人机的美军对伊军事行动，并称在对

伊问题上“并不着急”。
特朗普当天上午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发文说，美军20日晚本已准备
对伊朗三处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但
他在行动开始前10分钟叫停了该行

动。特朗普说，他被告知行动或将导
致150人死亡，他认为这与伊朗击落
美无人机“不对等”。

特朗普说，美国在20日晚新增
了对伊朗制裁。

美军战机已升空，军舰也已就位

特朗普一度批准军事打击伊朗但随后叫停

伊朗公布击落美军无人机细节

伊朗击落美军无人机会否引发美伊冲突?

美国国防部20日发表
声明说，美军一架RQ-4
“全球鹰”无人机在霍尔木
兹海峡上空国际空域执行
任务时被伊朗导弹击落。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
也证实，击落了一架美军
无人机，但否认美方关于
无人机被击落时并未进入
伊朗领空的说法。伊朗击
落美无人机如何影响地区
局势，会否加大美伊军事
对抗的可能性？

是否进入伊朗领空？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尔·厄
本在声明中说，伊朗关于被击落无人
机在伊朗领空飞行的报道是“错误
的”，是对美国在国际空域侦察装备
的“无端攻击”。

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
通讯社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20 日发表的声明说，该美军无人机
当天从波斯湾南部的基地起飞，向
伊朗方向飞行执行“侵略性”侦察
任务。返程途中，无人机进入霍尔
木兹海峡附近伊朗领空，被伊朗防
空系统击落。

伊通社当日还发表了一张据称
是无人机被击落的照片，不过画面模

糊，能辨认出一架飞行器正燃烧、坠
落。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伊朗
外长扎里夫的话报道，该无人机的残
骸已被伊方寻获。

特朗普有何反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推特上
发文说：“伊朗犯下了非常重大的错
误。”之后他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加拿
大总理特鲁多时也对媒体表示，伊朗

“犯了个大错误”，并称美方不会就此
罢休。不过特朗普又说，他不太相信
这是伊朗方面故意为之，而倾向于认
为是伊方“某个人”因为“懈怠和愚
蠢”而犯下了错误。

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表态有为
该事件“降温”的意味，但美国政府将

来会采取何种方式应对，仍存在不确
定性。据报道，特朗普政府 20 日下
午邀请美国会两党领导层到白宫听
取关于无人机被击落事件的简报。

另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政府
匿名高级官员的话说，特朗普一度已
批准对伊朗施行报复性军事打击，但
20日晚又突然下令取消该行动。目
前尚不清楚特朗普缘何改变决策。

美国会不会动武？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
作研究中心研究员埃里克·格林伯格
在《外交政策》杂志网站上撰文称，伊
朗击落美军无人机，意在向美国传递
一个强烈信号，即他们对近期美国在
中东地区的政策和行动十分不满。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中东
安全项目主任伊兰·戈登堡认为，美
国不会因无人机事件与伊朗开战，但
不排除对伊朗击落美无人机的防空
装备实施精准打击。但美国如果采
取“报复行动”，将给中东地区带来更
多不必要的危险。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伊朗问题专
家芭芭拉·斯莱文说，在当前局面下，
美伊双方更应通过外交途径为局势
降温，双方外交官应尽快见面、共同
寻求化解危机的办法。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会长理查德·
哈斯说，美国已在中东投入过多精力
和资源。美国如果选择与伊朗开战，
无疑将加深这一战略错误。

(新华社华盛顿6月21日电 记
者刘晨 刘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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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伊斯坦布尔6月20日电（记者易爱
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0日说，如果美国针对
土耳其坚持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一
事采取制裁措施，土方将对美方实施反制。

埃尔多安当天在伊斯坦布尔对媒体表示，土
美同为北约成员国，美国应谨慎对待制裁一事，对
北约最强大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实施制裁是不可
接受的。他说，土方不会对美方的制裁保持沉默，

“我们将会推出自己的制裁措施”。
埃尔多安还表示，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

防空导弹系统是“已完成的交易”，俄方将在7月
向土方交付首批S-400防空导弹系统。他本月
底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将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这一问题。

针对美国称土耳其若接收S-400防空导弹
系统就无法获得F-35战机的问题，埃尔多安说，
土方迄今已为F-35战机向美方支付12.5亿美
元，一旦美国采取“错误举措”，土方将诉诸国际法
院要求退款。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洛德说，一旦土耳其获得
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国会两党有强烈
共识将依据《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对土耳其实
施制裁。

土耳其2017年与俄罗斯签订协议，购买4套
S-400防空导弹系统。美国等北约国家多次警
告土耳其不要购买这一俄制系统，认为该系统无
法与北约武器系统兼容，且可能有助于俄方今后
定位及追踪美国及盟国的F-35战机。

新华社雅加达6月21日电 印度尼西亚抗灾
署官员21日说，印尼北苏门答腊省民礼市一个打
火机厂当天发生爆炸起火事故，目前已造成30人
死亡。

民礼市地方抗灾署官员伊尔万·夏赫里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天上午约11时
30分打火机厂发生火灾，目击者在火灾发生前曾
听到巨大爆炸声。救援人员在一个工作车间里发
现30具遇难者遗体，其中包括3名儿童。大火已
于当地时间13时15分被扑灭。

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整个工厂已被烧
毁，现场浓烟滚滚。目前所有遇难者遗体已被送
往医院进行身份验证。

伊尔万说，事故具体原因尚不清楚，警方已前
往现场进行调查。

印尼一打火机厂爆炸起火
致30人死亡

6月21日，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调
查人员在爆炸起火事故现场工作。 新华社/法新

这是6月21日在印度喜马偕尔邦古卢地区
拍摄的发生事故的大巴。

20日下午，一辆私人营运的大巴车在印度北
部喜马偕尔邦古卢地区坠入约500米深的山
谷。截至21日，事故死亡人数已上升至44人，另
有30多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事发当天，印度总理莫迪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对古卢发生的交通事故深感悲痛，向遇难者家属
表示慰问，希望伤者早日康复，他还表示喜马偕尔
邦政府将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因道路状况恶劣以及驾驶员超速、超载等违
规操作，印度交通事故频发。据不完全统计，印度
每年有约15万人死于交通事故。 新华社发

印度一大巴车坠入山谷
44人死亡30多人受伤

这是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右）与现任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的拼版照片。 新华社/美联

A

B

C

土耳其总统：

若美就S-400系统制裁
土将实施反制

6月2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对媒体讲话。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