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鲜中央通讯社16日清晨播发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发言人谈话。这名发言人说，韩方以为韩美联合军演结束后，
对话会像季节更替那样自然到来，妄想从朝美对话中坐收渔
利，奉劝韩方“死心”。

发言人指认韩美联合军演的“战争脚本”核心内容包括90
天内消灭朝鲜军队主力，韩国国防部14日发布的国防五年计
划寻求研发能够打击朝鲜全境的武器，目的都是毁灭朝鲜。“这
种时候有何脸面谈论对话气氛、和平经济、和平机制？”

发言人最后说，朝方与韩方“没有什么好谈的，也无意与他
们再坐到一起”。

韩联社报道，作为对韩机构，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在
文在寅讲话次日发表这种“高强度谴责”谈话，实为罕见。

文在寅15日在朝鲜半岛光复74周年纪念仪式上说，虽然
朝鲜近期行为“令人担忧”，但对话势头没有受影响。韩方将致
力于恢复朝美对话。如果朝美能够顺利举行工作磋商，半岛无
核化进程将能迈进一大步，韩朝关系也会取得重大进展。待南
北经济合作提速、“和平经济”时代启动，半岛将走向统一。

一些韩国分析师认为，朝方近期对韩方喊话言辞犀利，目的
是促使韩方发挥更大作用推进朝美对话，或者推进南北合作项
目。韩国朝鲜大学院教授梁茂进说，朝方似乎向韩方发出“间接
信息”，要求韩方更加努力改变美方立场，如减轻对朝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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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党领导人和意图“反水”的保守党人力阻“无协议脱欧”

英国“脱欧”四大悬念待解

英国国内很多人担心“无协议脱
欧”会把英国经济推下悬崖。约翰逊
强推“无协议脱欧”将遭到三重阻击：
保守党内，前司法大臣高克、前财政大
臣哈蒙德等要人明确反对“无协议脱

欧”；议会内，下院议员曾投票通过修
正案明确反对“无协议脱欧”；英国国
内，企业界和金融界强烈反对“无协议
脱欧”。这些阻力可能导致约翰逊在
党内或议会内遭遇不信任投票。

英国没有成文法律规定首相要在
不信任投票通过后主动辞职，理论上约
翰逊即使输掉不信任投票，仍可带领英
国在10月底前完成“无协议脱欧”，但这
样一来，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将不

可避免。一旦提前大选，保守党能否在
大选中赢得多数、约翰逊能否再出任首
相，将又是一场结果难测的政治豪赌。

（新华社伦敦8月16日电 记者
桂涛 王慧慧）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
顿本周访问伦敦期间表示，如果英国
政府决定“无协议脱欧”，特朗普政府
将热情支持。

“脱欧”后迅速与美国签署一份
“可观”的自由贸易协定，是英国政府

的一大诉求。但一系列现实问题让英
美达成自贸协定的前景不容乐观。首
先，英美对签署协定的迫切程度并不
相同。在“脱欧”背景下，英方期待与
美国谈判尽快取得进展。但就如美国
前财长萨默斯所言，“英国没有筹码，

与美国达成有利协议只能是妄想”。
其次，英国人担心低于欧盟环境、

动物福利和食品安全标准的美国产品
进入英国，并且不愿向美国投资者开
放英国引以为豪的国民保健制度，这
些都将是双方谈判的难点。再次，从

美国国内程序看，贸易谈判由美国政
府负责，但协定批准权在国会。美国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表示，一旦
英国“无协议脱欧”导致爱尔兰岛上出
现“硬边界”，民主党不会支持与英国
的任何贸易协定。

如果英欧未能在10月31日期限
前达成新协议，“无协议脱欧”将成
真。这意味着英国正式“脱欧”后没有
过渡期，欧盟法律将立即不适用于英
国。此间金融机构与智库预测，“无协

议脱欧”将使民众生活成本上升。
“无协议脱欧”后，英欧贸易将按照

世贸组织规则进行。以农产品为例，英
国肉类出口到欧盟将面临高达40%的
关税，足以让很多农场破产。边境通关

延误可能影响英国国内食品和药品供
应，英国民众将直观感受到价格上涨。

英国工业联合会7月底发布的报
告认为，即使采取应急预案，英欧27
个关键经济领域中的24个也将在“无

协议脱欧”后受到扰乱。分析人士指
出，“无协议脱欧”后，英欧需要立即开
始谈判并尽快达成新贸易安排以结束
贸易混乱，谈判压力远大于存在过渡
期的“有协议脱欧”。

英国此前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
议已三次被英国议会下院否决，约翰
逊上台后称，英欧只能再谈一份新协
议，而新协议必须取消此前协议中有

关北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备份安排”。
但欧盟方面态度明确，数次重申

不会就协议与英国展开新的谈判。为
此，英国政府一方面呼吁欧盟改变立

场，另一方面强调即使没有协议也必
须在10月31日期限前完成“脱欧”。

目前看，双方寸土不让的“备份安
排”问题暂时无解。有英国媒体和欧盟

人士分析认为，约翰逊政府其实根本没
有打算与欧盟就新“脱欧”协议谈判，只
是以此为借口，将谈判失败的罪名加到
欧盟头上，为强推“无协议脱欧”做铺垫。

英国苏格兰民族党领导人斯特金15日表示，该党将不惜采用“任何选项”来阻止英国“脱欧”，
并且不排除与最大反对党工党合作。而工党领袖科尔宾此前一天呼吁其他在野党领导人和意图
“反水”的执政党保守党人支持他出任看守政府首相，以阻止英国“无协议脱欧”。

在主张无协议也要“脱欧”的英国新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上台后，随着10月31日“大限”临近，
英国围绕“脱欧”的政治博弈日趋激烈，给未来局势发展带来诸多悬念。

特朗普“发话”

以色列拒绝支持巴勒斯坦的美议员入境

民主党不忿

以色列拒绝让两名女众议员访问
招致美国国会民主党人批评，同时促
使支持以色列的游说团体美国—以色
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表达不满。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
说，以方决定“是虚弱的表现，只会
伤害美以关系以及美国人对以色列
的支持”。

总统竞选人、民主党籍联邦参议
员伊丽莎白·沃伦在推特写道：“因为
政见，以色列阻止民选美国众议员访
问是前所未有的丢脸举措。”

法新社报道，美国国会议员经常
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极少有人“吃
闭门羹”。

站出来批评特朗普的共和党籍
国会议员不多，苏珊·科林斯是其
中之一。她认定特朗普敦促以色
列拒绝让奥马尔和塔利布访问“犯
下错误”。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以色列变卦

以方并非一开始就将奥马尔和塔
利布列入“不受欢迎”名单。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罗恩·德尔默先
前暗示，出于对美国的尊重，以方同意
奥马尔和塔利布访问。一名以色列政
府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大约两周前，
所有政府官员都同意让她们入境。但
迫于特朗普压力，他们改变决定。”

特朗普15日在社交媒体“推特”
写道：“如果以色列允许众议员奥马尔
和塔利布访问，将会显现懦弱。”

记者提问特朗普是否与内塔尼亚
胡谈起奥马尔和塔利布的行程，特朗
普没有直接作答，说“我与那边（以方）
的人谈过这件事”。

因为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持批评
态度，奥马尔和塔利布等4名美国少
数族裔民主党籍女议员近期成为特朗
普的“眼中钉”。特朗普对她们出言不
逊。众议院7月通过一项谴责特朗普

“种族主义言论”的决议。

女议员遭拒

熟悉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伊尔
汉·奥马尔和拉茜达·塔利布行程的人
士告诉路透社记者，两人原定访问东
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两人都是穆
斯林，塔利布是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两人曾经发表谴责以色列、支持巴勒
斯坦的言论。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15日确认，两人行程显示她们将参与
抵制以色列的行动，“以色列法律禁止
所有抵制以色列者入境”。

以色列议会2017年通过法案，以
立法形式正式禁止呼吁抵制以色列的
人入境。

因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并持续扩
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长期受到国
际社会谴责，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团体
主张制裁和抵制以色列，以方采取相
应报复措施。路透社报道，奥马尔和
塔利布原先公开支持“抵制、剥夺、制
裁运动”。

以色列政府15日决定不欢迎两名美国国会众议员访问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理由是这两名女性持反以立场。
以方先前允许这两名民主党人访问，接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建议”后改变态度。

韩国军方说，朝方再度发射“不明发射体”

朝鲜批文在寅“雷声大雨点小”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5日晚告诉韩联社记
者，美方注意到朝方“发射导弹”的报道。“我们继续监控局势，
与我们的日本和韩国盟友密切协商”。

对朝鲜近期一系列发射活动，美国政府试图淡化影响，认
为那只是近程弹道导弹，没有违背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9日说，8日再次收到金正恩来
信，共三页，内容“非常积极”；金正恩同时在信中表达对美韩联
合军演的不满。按照特朗普的说法，金正恩在信中解释为何测
试近程导弹并“聊表歉意”，说愿意在美韩联合军演结束后恢复
对话。

特朗普15日在新罕布什尔州接受一家广播电台采访时
说，他6月29日前往韩国访问途中，脑中闪现与金正恩在朝鲜
半岛非军事区会面的念头，于是在社交媒体“推特”发出邀请。

“推文”发布“不到10分钟”，金正恩打来电话，接受邀请。“这不
可思议”。

特朗普和金正恩6月30日在板门店会面大约一个小时，同
意在后续两三周就无核化重新启动工作磋商。只是，由于韩美
联合军演，这一美朝相对低级别磋商尚未恢复。

特朗普不排除与金正恩再次会晤的可能性。他10日在
“推特”写道：“我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与金正恩见面！”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朝方谈话播发不久，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方8时1分和
8时16分在江原道通川郡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不明
发射体”。

韩国军方稍晚时候说，两枚“发射体”飞行高度大约30千
米，估测飞行距离230公里，最高飞行速度6.1马赫以上，即超
过6倍音速。这一速度与朝方10日从咸镜南道咸兴附近地区
向半岛东部海域所发射两枚“发射体”相同。

据韩方数据，这是朝鲜三周内第六次发射活动。前五次分
别在7月25日、31日及本月2日、6日、10日，发射地点不同。
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6日观摩新型战术导弹试
射，10日指导新型武器试射。

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即国家安全委员会16日上午在
总统府青瓦台紧急召开常委会会议，发布新闻稿，要求朝方停
止发射活动。

韩联社解读，朝鲜连续发射旨在回应韩美联合军演。韩美
11日正式启动下半年联合演习，重点检验韩军收回战时作战指
挥权所需“初始作战能力”。军演将持续至20日。

朝鲜去年4月宣布中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按
照韩联社的说法，自2017年11月试射洲际导弹“火星-15”并宣布
完成核武力建设以来，朝鲜大约17个月没有投入发射活动。今年
5月4日和9日，朝鲜接连试射朝鲜版“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16日回应韩国总统文在寅前一天“光复节”致辞，认为“雷声大雨点小”，明言朝方无意面对面
与韩方对话。韩国军方说，朝方当天早晨再度发射“不明发射体”，初步推测是近程导弹。韩国媒体推测，朝方批评文在寅讲话和
近期多次测试武器，旨在抗议韩国和美国联合军事演习，施压韩方设法推动停滞不前的朝美无核化对话。

这是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女议员伊尔汉·奥马尔（右）和拉茜达·塔利布在华
盛顿国会山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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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媒体8月15日报道，俄首都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内当天发现一枚二战时期遗留的炸
弹，炸弹已被排除。

这是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拍摄的克里姆林
宫。 新华社/法新

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内
发现并排除一枚二战遗留炸弹

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新华社华盛顿8月15日电（记者熊茂伶）美

国财政部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日本
增持219亿美元美国国债，中国增持23亿美元美
国国债，日本超越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
规模增至1.1229万亿美元，是连续第二个月增
持；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增至1.1125万亿美
元，是连续3个月减持后的首次增持。当月，中日
两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仍占外国债权人持有美国国
债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2017年6月起，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超
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截至2019年6月底，外国债权人持有的美国
国债总额约为6.6363万亿美元，较前一个月上升
972亿美元。

印尼总统正式提议迁都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16日正式提议

将首都从雅加达迁至加里曼丹岛。
佐科当天、即印尼独立74周年纪念日前一天

在议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及“请求大家允许，将我
们的首都迁至加里曼丹。”

路透社报道，佐科没有提及新首都的确切位
置。他说，一个国家的首都不仅象征国家认同，也
代表国家发展。

雅加达位于爪哇岛西北海岸，人口超过1000
万，另有大量居民生活在雅加达周边城镇。首都
圈人口大约3000万，交通拥堵，污染严重。

雅加达地势低平，易受洪水侵袭。首都圈
大量用水需求导致地下水过量开采，地面沉降
加剧。 张铮（新华社微特稿)

这是8月15日在直布罗陀海岸附近拍摄的
油轮“格蕾丝一号”。

伊朗驻英国大使哈米德·巴埃迪内贾德当天
证实，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当局当天决定释放
扣押在直布罗陀的装载伊朗原油的油轮“格蕾丝
一号”。 新华社/路透

直布罗陀决定释放
装载伊朗原油的油轮

微塑料无处不在
北极雪也遭污染

据新华社柏林8月15日电（记者张毅荣）微
塑料在地球上已经无处不在，不仅会出现在自
然水体、饮用水甚至动物体内，一项最新调查发
现，微塑料还能进入大气循环，并伴随降雪进入
高山和极地地区。1升北极雪中，微塑料颗粒竟
多达1.44万个。

微塑料通常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
粒。德国和瑞士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科学
进展》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他们在德国多地、
瑞士阿尔卑斯山区以及北极地区采集雪样，对
融雪进行过滤，再用红外显微镜检测滤液中残
留的塑料颗粒。

热！7月全球平均气温再破纪录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5日电（记者周舟）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5日发布报告称，今年
7月全球平均气温再破纪录，成为140年以来最
热的7月，南北极海冰覆盖均创新低，为全球变暖
趋势提供了更多科学证据。

该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7月平
均气温达到了16.7摄氏度，比20世纪7月平均气
温高约0.95摄氏度，并打破了2016年7月创下的
气温纪录。由于7月通常是全年最热的月份，今
年7月也创下了从1880年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
高月平均气温纪录。

报告说，在10个最热的7月中，有9个出现在
2005年以后；包括2019年在内，过去5年的7月
包揽了有记录以来最热7月的前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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