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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15日发

布联合声明称，除“有限的例外情况”
外，抵达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第三国移
民不能申请在美避难。

声明说，这项新规定将于 16 日在
《联邦政府纪事》刊登并正式生效。根

据这项规定，先行通过其他国家抵达美
国南部边境的外国人不能申请避难，这
一规定适用于单独越境的未成年人，但
人口走私受害者和避难申请遭其他国
家拒绝者等除外。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声明中说，这

条规定旨在减少经济移民和试图利用
美国难民避难制度的移民数量。

墨西哥政府当天表示拒绝接受美
国这一新规定。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
表示，美方的举动是单边的，墨西哥不
会成为被拒移民的聚集地。

墨西哥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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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7月15日电（记
者徐剑梅 刘阳）美国司法部和国
土安全部15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
除“有限的例外情况”外，抵达美国
与墨西哥边境的第三国移民不能申
请在美避难。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中
美洲移民将失去在美墨边境申请避
难的资格。

声明说，这项新规定将于16日

在《联邦政府纪事》刊布并正式生
效。根据这项规定，先行通过其他
国家抵达美国南部边境的外国人
不能申请避难，这一规定适用于单
独越境的未成年人，但人口走私受
害者和避难申请遭其他国家拒绝
者等除外。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声明中
说，这条规定旨在减少经济移民和

试图利用美国难民庇护制度的移
民数量。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当天表示，
将寻求通过法律途径阻止特朗普政
府施行这一规定。

一段时间以来，大批中美洲移
民穿越墨西哥抵达美墨边境并寻求
进入美国，也有少数来自世界其他
地区的移民在美墨边境申请避难。

“咬住”移民不放
特朗普有何打算

美国政府15日宣布将取消美墨边境第三国移民避难申请资格，这意味着抵达
美墨边境的绝大多数中美洲移民将无法申请避难。此前一天，美国刚启动了一项针
对非法移民家庭的搜捕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频繁在移民问题上出招，意在进一步强化其在这一
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同时借此不断炒热移民问题，博取选民尤其是“摇摆”选民的关
注和支持。

分析人士认为，非法移民大量涌入
美国，美国政府需要用一个高调的方式
来显示其正在扭转局势。

上周，特朗普在与民主党的人口
普查问卷纠纷中“落败”，他有意借此
次出台新规在移民问题上快速扳回

一城。
对于移民新规，美国民权联盟移民

权利项目副主任李·勒伦特在一份声明
中说，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单方面撤回美
国对难民的法律和道义承诺，这一新规
显然不合法。

美国移民法律专家诺兰·拉帕波特
认为，取消相关避难申请资格无法阻止
南部边境的非法入境行为，因为相关机
构仍然要受理美墨边境移民的避难申
请，以判定其是否属于规定中指出的

“有限的例外情况”。

“新规显然不合法”B

移民问题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
大选中取得成功的重要抓手，为他赚得
了大量保守派和中间派选民选票。

争取连任的特朗普，近期在移民问

题上动作不断，在遏制非法移民问题上
立场强硬，打“移民牌”，意在稳固保守
派选民阵营。

这些举措是否受制于美国法律是

各界关注焦点。但可以预见的是，在
明年美国总统选举前，特朗普和民主
党对手在移民问题上的“斗法”将不止
这一招。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意在稳固保守派选民阵营C

美国政府14日启动非法移民小规模“清退”行动，旨在抓
捕并驱逐最近入境美国的一些非法移民，涉及大约2000个非
法移民家庭。

特朗普11日在白宫宣布，放弃在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
询问公民身份的问题。

此前，这一举措引发两党激烈争斗和剧烈的社会争议。反
对者认为询问公民身份将使大量移民因害怕被遣返而躲避普
查，影响人口统计的准确性，尤其可能低估拉美裔移民数量，从
而使选区划分、席位分配等有利于共和党。

美联社报道，美国移民法院迄今积压超过80万份避难申
请。2009财政年度，美国接收35811份避难申请，批准8384
份；到2018财年，避难申请数暴增至162060份，美方仅批准
13168份。

美国政府此前决定，中止向中美洲三个国家提供大约5.5
亿美元经济援助，以表达对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阻
拦非法移民入境美国不力的不满。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美政府宣布除“有限的例外情况”外

美国将取消美墨边境第三国移民避难申请资格
意味着绝大多数中美洲移民将失去在美墨边境申请避难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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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新华社伦敦7月15日电（记者
张家伟）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
新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成
年人过去40年间平均每天食盐摄入
量在10克以上，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
荐量的两倍。此前，中国政府已鼓励
全社会参与减盐。

玛丽皇后学院研究人员在新一期
《美国心脏病协会杂志》发表论文说，

他们分析了有关中国居民摄入食盐的
大量已发表数据，涉及900名儿童和
2.6万名成年人，结果发现中国居民过
去40年中食盐摄入量一直居高不下，
还发现了南北方差异。

研究显示，中国北方居民食盐摄
入量达到平均每天11.2克，较上世纪
80年代时的12.8克有所减少。研究
人员认为原因包括中国政府在提高全

民减盐认识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也包
括百姓因一年四季蔬菜丰富而对腌菜
等食品的依赖逐渐减少。

不过这种下降趋势并未出现在中国
南方。南方居民食盐摄入量从上世纪
80年代的平均每天8.8克，增加到如今
的10.2克。研究人员认为原因可能是
政府的减盐努力被一些因素抵消，如人
们更多摄入加工食品、更多在外就餐。

研究还显示，中国3岁至6岁儿
童食盐摄入量已达世卫组织建议成人
食盐摄入量的最高值（每天5克），年
龄更大孩子的平均每天食盐摄入量则
接近9克。

论文作者之一、伦敦大学玛丽皇
后学院教授何凤俊说，在中国，大部分
食盐摄入来自家庭烹饪用盐，而当前
的一个趋势是加工食品、街头小吃、餐

馆和各种快餐连锁店快速发展，需要
注意相关食品中的含盐量。

过量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
心病、中风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前已有研究显示中国居民食盐摄入
量偏高，并引起有关方面重视。中国
今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
国行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全社
会参与减盐。

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量的两倍

研究显示中国人食盐摄入量偏高

足球流氓作乱 法国庆日逮捕两百多人
非洲杯足球赛半决赛14日在埃

及首都开罗举行，阿尔及利亚队击败
尼日利亚队，晋级决赛。这一消息令
不少身处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队球迷兴
奋不已。

法国曾经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
法国国内有不少阿尔及利亚移民。

法国内政部确认，282人14日晚
因骚乱落网，“绝大多数”是足球流氓，
其中一些人在庆祝国庆日的场合遭逮
捕。

一些球迷和警察在法国首都巴黎
香榭丽舍大街发生冲突，大约50人被
捕。法新社15日报道，这条知名大道

当天早晨随处可见破损的自行车和电
动车。

巴黎警方说，非洲杯半决赛以后，
大约200人因危险驾驶受到处罚。

马赛和里昂发生类似骚乱。在南
部城市马赛，警方试图阻止球迷在老
港口庆祝。一些人避开警方，在一处

历史遗迹附近乱扔东西，遭警方阻止，
后与警察发生冲突，致8名警察受轻
伤。在东部城市里昂，20多辆汽车一
夜间遭焚毁。

内政部长克里斯托夫·卡斯塔内
15日对警察和消防员应对迅速予以
肯定。

阿尔及利亚足球队参加国际比
赛，不时触发移居法国的阿尔及利亚
球迷骚乱。

2014年巴西足球世界杯比赛期
间，一些阿尔及利亚球迷庆祝球队晋级

时发生骚乱，促使法国多座城市在阿尔
及利亚队比赛以前部署更多警力。

阿尔及利亚队本月11日晋级非
洲杯半决赛，法国境内44人因破坏治
安遭逮捕。一些足球流氓在巴黎抢劫

商店。在南部城市蒙彼利埃，一名球
迷得意忘形、开快车并且失去对车辆
的控制，导致车辆撞上行人，致死一名
女子、重伤她的孩子。

持反移民立场的法国极右翼政党

国民联盟发言人塞巴斯蒂安·舍尼
说，国庆日骚乱令法国“蒙羞”，“他们
的胜利就是我们的噩梦，无论阿尔及
利亚足球队什么时候比赛，都会招致
麻烦”。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乐极生悲

并非首次

14日是法国
国庆日。为庆祝
阿尔及利亚国家
足球队闯入非洲
国家杯足球赛决
赛，一些身处法
国的球迷欣喜若
狂、得意忘形，乃
至制造骚乱、破
坏治安，甚至与
警察冲突，促使
法国警方逮捕
200多人。

新闻背景

土耳其明年4月
全面部署S-400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15日
说，从俄罗斯购买的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定于
2020年4月全面部署。

S-400系统的部分组件过去4天已运抵土耳
其。土耳其政府15日在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
机场庆祝挫败未遂政变三周年，埃尔多安发表讲
话，说S-400系统部件由8架俄罗斯军机运至土
耳其，后续将有更多部件送达。

埃尔多安说，S-400“将在2020年4月以前
安装到位”，土耳其“下一步打算与俄罗斯联合生
产”导弹防御系统。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土耳其在2016年7月发
生未遂政变后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埃尔多安与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日益走近，让美国及
其盟友担忧。

路透社报道，美国警告土耳其可能因购买S-
400而面临制裁。美方官员说，土耳其同时可能
被踢出F-35型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既无法继
续生产F-35零部件，也不能接收先前订购的F-
35战机。

埃尔多安14日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有权豁免土耳其可能因美国法律而遭受的制裁，
土美双方应在争端中找到“中间立场”。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

特朗普正式提名
埃斯珀出任防长

新华社华盛顿 7月 15日电 （记者徐剑梅
刘阳）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正式提名马克·埃斯
珀出任国防部长，白宫当天向国会参议院呈交了
提名文件。

五角大楼发言人乔纳森·霍夫曼当天发表声
明说，参议院听证期间，埃斯珀将恢复陆军部长职
务，由海军部长理查德·斯潘塞任代理防长直至参
议院确认对埃斯珀任命。斯潘塞拥有国防部长全
部权力和责任。

据美媒报道，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已定于16
日，即收到提名文件次日举行听证会，就埃斯珀听
证任命展开快速确认程序。

2018年12月，特朗普宣布时任防长詹姆斯·
马蒂斯将去职。此后，美国一直没有经参议院听
证任命的正式防长。

2019年1月，原波音公司高管、时任美国防
部副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5
月，白宫宣布特朗普将提名沙纳汉出任防长；6
月，特朗普宣布沙纳汉不再寻求担任防长，由埃斯
珀接替沙纳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

埃斯珀现年55岁，西点军校毕业，曾参加海
湾战争，在担任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高管期间
分管政府关系事务，2017年11月起出任美国陆
军部长。

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7月15日
宣布辞去防长一职。欧洲理事会本月2日决定提
名冯德莱恩担任下届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
将于16日对提名投票表决，冯德莱恩需获得欧洲
议会半数以上议员支持才能当选。

这张2019年7月3日的资料照片显示，乌尔
苏拉·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洲议会
会议。 新华社/法新

冯德莱恩宣布
辞去德国防长职务

这张由安塔拉通讯社提供的照片显示，7月
16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一名男子在一座地
震中受损的庙宇工作。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西南部海域16日发生6.0
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新华社/路透

印尼巴厘岛西南部海域
发生6.0级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