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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安卡拉7月12日电（记
者秦彦洋 施春）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
卢12日表示，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已开始交付。
土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该系统首
批设备运抵土首都安卡拉。

恰武什奥卢当天在一场记者会上
表示，S-400防空导弹系统已经开始
交付，交付进程“没有任何问题”，未来
会继续妥善进行。

土国防部发表声明说，根据土俄
两国2017年签订的协议，S-400防
空导弹系统的首批设备已运抵安卡拉
的穆尔特德空军基地。

土耳其当地媒体播放的电视画面
显示，一架大型俄罗斯运输机停靠在
穆尔特德空军基地内，车辆和人员在
停机坪上穿梭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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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方坚持履行与俄方合同，认为购买
S-400防空导弹系统是土耳其国家主
权范围内的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土耳其宣布

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
开始交付

特朗普政府放弃在人口普查中询问公民身份

心心念念这件大事，咋就打退堂鼓了？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收集公
民身份数据有何具体用途，但已有法律界
人士表示，如有逾矩之处，比如用于移
民执法等，他们将在必要时提起诉讼。

民主党方面也并未打算就此作
罢。国会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
主席、民主党人伊莱贾·卡明斯当天
发表声明，再度要求商务部和司法部

提交相关文件，解释当初为何要在人
口普查问卷中增加公民身份问题。

卡明斯还说，如果特朗普政府不予
配合，众议院将就罗斯和巴尔是否藐视
国会举行投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民
主党人斯滕尼·霍耶透露，众议院将于
16日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按照相关
规定，被认定藐视国会的人将面临最高1

年监禁和最高不超过10万美元的罚款。
不过有分析认为，即便认定罗斯

和巴尔藐视国会，司法部也不可能对
特朗普政府官员提起刑事指控，所以
此举主要是象征性的，但也意味着两
党围绕人口普查的斗争仍将继续。

（新华社华盛顿7月11日电 记者
孙丁 徐剑梅 刘阳）

美国人口普查结果直接关系到
国会选区重新划定和联邦政府资金
分配，特朗普政府试图增加公民身份
问题引发极大争议。

尽管特朗普政府表示，弄清楚美
国公民和非公民数量对于联邦政府
制定医保、教育、移民等公共政策至
关重要，在人口普查问卷上增加公民

身份问题合情合理，但反对者认为其
中包含政治私心。

反对者指出，考虑到特朗普政府
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部分移民
或因担忧自己或家人不是美国公民
而遭遣返，从而回避人口普查，而这
将直接影响人口普查的准确性。移
民是民主党的重要票仓，如果其人口

被少计，将对民主党选举不利。
美国民权联盟选举权项目主任戴

尔·霍11日发表声明说，白宫很显然希
望以此吓走部分移民，帮助共和党以
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重新划分选区。

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
主党人查克·舒默在社交媒体上表
示，在人口普查中，一个都不能少算。

美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自1950年以来在人口普查问卷中没
有询问过公民身份问题。特朗普
2017年上台后着手对此做出改变。
2018年3月，负责人口普查事务的
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宣布，
2020年人口普查将涉及公民身份内
容。这一决定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
引发一系列政治风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6月底
作出裁决，暂时禁止人口普查问卷上
出现受访者“是否为美国公民”这一
问题，并表示特朗普政府增加这一问
题的理由“似乎站不住脚”。随后当媒
体爆出不包含公民身份问题的人口普
查问卷已经开始印刷时，特朗普又高
调宣称并未在此问题上气馁，因此舆
论普遍预期白宫将动用行政手段强制
要求问卷上出现公民身份问题。

11日，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宣布
放弃在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身份问
题，并强调“这不是让步”。他在白宫
玫瑰园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他没有放
弃清点美国公民和非公民数量，将通
过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各机构配合
商务部展开清点工作。此外，他还抨
击民主党试图藏匿非法移民。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随后
的发言中表示，由于最高法院的裁决
和地方法院的挑战，所有能够把公民
身份问题纳入到问卷中的路径已被
关闭，司法部无法在不影响人口普查
工作的情况下完成申辩。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达雷尔·韦斯特表示，白宫意识到这
将是一场法律鏖战，坚持下去也很难
扭转局面，只会对人口普查工作造成
负面影响，得不偿失。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白宫宣布，放弃在2020年
美国人口普查中询问公民身份。但他同时表示，他的立
场没有“后退”，只是另辟途径，通过行政令指示联邦机
构使用现有数据库向人口普查局隶属的商务部报告相
关统计。

分析人士认为，共和、民主两党在此问题上对立明
显，如特朗普执意通过行政令让公民身份问题出现在人
口普查问卷上，势必招致党派缠斗和法律挑战，得不偿
失。此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相关裁决于白宫不
利，司法部重新立论并及时说服大法官们的难度很大。

特朗普：“这不是让步” 民主党人：在人口普查中，一个都不能少算

两党围绕人口普查的斗争仍将继续

美国为何要拉盟友在波斯湾建“护航联盟”？
白宫提名的下一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现任美

国陆军参谋长米利11日表示，美国将与盟友组建旨在维
护海湾地区航行安全的“护航联盟”。分析人士认为，美
国此举意在渲染“伊朗威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鉴于不
少国家希望地区局势降温，“护航联盟”恐难顺利组建。

米利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
上介绍说，美国目前在和盟友讨论组
建联盟为在海湾地区行驶的商船提供
军事护航，并称该计划会在未来几周
逐渐成形。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
10日表示，“护航联盟”将在霍尔木兹
海峡和曼德海峡执行巡航行动确保航
行自由。美军将在其中主要扮演指挥
角色，巡逻和护航工作由别国海军承
担。他还称该计划的规模可大可小，
主要取决于参与国家多少。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欧洲和海湾
国家早在2004年就组建了主要负责海
湾地区海上航行安全的152联合特遣
舰队，该机制目前仍在运行中。美方此
时提出建立所谓“护航联盟”令人疑惑。

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
级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认为，美国军
方老调重弹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举旨在进
一步渲染“伊朗威胁”，在地区组建“反
伊朗联盟”。

过去两个月来，海湾地区发生多
起油轮遇袭事件，美国指认伊朗是这
些事件的幕后黑手，伊朗则均予以否
认。最近发生的英国油轮遭拦截事件
更是被美国大做文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日报道
称，多艘伊朗海军快艇10日在波斯湾
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英国油轮，命令
其改变航向停泊在伊朗附近水域。但
一艘随行的英国护卫舰随即发出警告
并将舰上武器对准伊朗快艇，伊朗舰
艇随后离去。

美国国务院11日谴责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海军试图“骚扰和妨碍”英
国油轮，伊朗方面则发表声明说，在过
去24小时内，伊朗海军舰艇在波斯湾
海域未与任何外国船只对抗。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对是否
增派舰艇前往中东仍在讨论。法国一位
官员向媒体表示目前无意在海湾增加
军事存在，法国希望紧张局势降温。

日本副官房长官野上浩太郎1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回应邓福
德的提议，称日本会和美国等国保持
密切联系并努力缓和中东局势。

舆论认为，“护航联盟”会造成擦
枪走火甚至爆发军事冲突等风险，这
是美国不少盟友和地区国家不想看
到的。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盟友需要在
保护本国航运和维护地区和平中作
出平衡，因此对此提议持谨慎态度。
鉴于美国提出的中东版北约“中东战
略联盟”推行不顺，“护航联盟”恐也
难以顺利推进。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2日电 记者
刘品然 刘晨）

欲建“护航联盟” 渲染“伊朗威胁” 多国谨慎回应

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资料照片。新华社/法新

日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快艇频繁出现在波斯湾海域。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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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与乌克兰总统首次通话
俄乌总统愿通过“诺曼底模式”继续沟通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11日电（记者李奥）俄
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乌
东南部地区问题通电话，并讨论了俄乌双方释放
扣押人员等事宜。这是两位领导人首次进行电话
交谈。事后俄乌总统均表示愿通过“诺曼底模式”
继续进行沟通。

泽连斯基7月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提议
与普京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会谈，并希望美
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参与会谈。俄总统新
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方会考虑这一建议，
但目前还不能作出答复，因为美国和英国不是乌克
兰问题诺曼底四方（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
成员，俄方需要评估这个新谈判框架的前景。

“诺曼底模式”创立于2014年6月，当时法国借
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之际，邀请俄罗斯、德国、乌
克兰首脑在诺曼底就乌克兰局势进行了磋商。此
后，四国多次举行“诺曼底模式”各层级磋商。

巴西总统力挺儿子
出任驻美大使

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11日确认，正考虑
让儿子爱德华多·博索纳罗出任巴西驻美国大使。

博索纳罗在巴西情报局新局长的就职典礼上
说：“我认为爱德华多是这一职位的合适人选，能完
美处理涉美事务。我们去年探讨过这一可能性并
分析利弊。”他说，是否接受任命取决于爱德华多。

爱德华多现任巴西国会众议院外交和国防委
员会主席。他同一天告诉媒体记者，“如果这是总
统交给我的任务，我会接受”，他说，一旦获得出任
大使的任命，他准备向国会辞去现任职务。

任命需经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参议
院全体批准。巴西前驻美大使4月卸任回国，职
位空缺至今。

路透社报道，博索纳罗育有四子一女，长子弗
拉维奥是国会参议员，次子卡洛斯是里约热内卢
市议会议员，爱德华多是第三子。

席玥（新华社微特稿）

这是7月12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
布万国际机场拍摄的冲出跑道的客机。

当日，一架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
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 新华社/法新

尼泊尔一架客机冲出跑道

人工智能在多人桌德州扑克比赛中
战胜世界顶尖选手
成为机器在游戏中战胜人类的一个里程碑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1日电（记者周舟）美
国卡内基-梅隆大学11日宣布，该校和脸书公司
合作开发的人工智能Pluribus在六人桌德州扑
克比赛中击败多名世界顶尖选手，成为机器在多
人游戏中战胜人类的一个里程碑。

美国《科学》杂志11日在线发表的相关论文
显示，Pluribus与13名德州扑克高手进行了1万
手不限注对局的六人桌比赛，每次比赛中由机器
对5名人类选手，结果机器取得胜利。

在另外一种形式的六人桌比赛中，由5个
Pluribus与1名人类选手对局，结果机器分别在
5000手对局中先后击败了德州扑克世界冠军达
伦·伊莱亚斯和克里斯·弗格森。

研究人员指出，与让机器下国际象棋和围棋
相比，德州扑克的挑战更大。德州扑克比赛中每
方都不知道对手的牌，对手还可能在押注时虚张
声势，因此决策只能基于不完全信息，这与真实世
界中的问题更接近。

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图奥马斯·桑德霍尔
姆说，此前人工智能在“战略性推理”方面取得的
成就仅限于二人游戏，此次在复杂游戏中战胜5
名人类选手，将为人工智能解决真实世界问题提
供新的可能性。

7月11日，在黎巴嫩贝鲁特，叙利亚难民儿童
等待乘大巴返回叙利亚。

当日，在黎巴嫩当局的组织下，900多名叙利
亚难民自愿从黎巴嫩返回叙利亚。

新华社发（比拉尔·贾维希摄）

900多名叙利亚难民从黎巴嫩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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