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世界新闻 2019年8月22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毕军 美编：孙发强A09 综合

■■■■■ ■■■■■ ■■■■■

新华社罗马8月20日电（记者叶心可）
意大利总理孔特20日下午在参议院发表讲
话，宣布将辞去总理一职。

本月早些时候，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
长、联盟党党首萨尔维尼提出了对现任总理
孔特的不信任动议，并表示联盟党和五星运
动的联合执政基础不复存在，要求提前举行
选举。

意大利参议院20日下午对这一不信任
动议进行审议，孔特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时宣

布：“在结束本次辩论后，我将告知总统本届
政府的终结，并提出辞去总理一职。”他还指
出，联盟党提出不信任动议的决定实际上导
致了本次政府危机，将为意大利带来严重的
政治和经济后果。

自2018年6月执政联盟组建以来，联盟
党的民调支持率升至约30%，而五星运动支
持率不断走低，跌至约17%。过去一年多以
来，执政两党在移民及税收等多项政策议题
上意见不合，执政联盟内部矛盾不断加深。

联合政府终散伙 意政局何去何从？

根据总统办公室20日晚发布的
声明，马塔雷拉总统收到了孔特的
辞呈。马塔雷拉将于21日下午启动
磋商，与议会各党派探讨能否组成
另一股多数派力量，联合组建新政
府。马塔雷拉也可能在各党派同意
的情况下提议组建一个技术官僚内
阁，以处理未来数月将面临的紧要
事务。如果这两种选项都不可行的
话，马塔雷拉将不得不解散议会并
宣布提前选举，时间最早或将安排
在今年10月。

分析人士认为，从目前情况
看，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五星运
动与当前最大的反对党——中间
偏左的民主党组成新的执政联
盟。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联
盟党与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领导的中间偏右的意大利力量党
以及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组

成新的执政联盟。
意大利时事评论家普利西认

为，孔特有可能继续领导新组成的
政府。“如果五星运动和民主党能达
成协议，他们将需要一个不属于这
两个党派的折中人选，而孔特能满
足这个条件。”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提前选举
是最不利的选项，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意大利政府很快就需要敲定2020
年预算草案。从去年年末开始，意
政府就因2019年预算草案中财政
赤字占GDP比例过高的问题与欧盟
产生争端。今年以来，意大利经济
增长几乎陷入停滞，赤字居高不下，
2020年的预算制定难度更大。在这
种背景下，提前选举无疑会让局面
变得更加复杂。

（新华社罗马8月21日电 记者
叶心可）

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联盟
党党首萨尔维尼本月8日公开表示，
联盟党和五星运动的联合执政基础
不复存在，是时候将决定权“交还给
选民了”。他要求提前举行选举。随
后，萨尔维尼很快向议会提出对孔特
的不信任动议，称由于五星运动阻
挠，内阁行事效率变得极为低下。

参议院20日对不信任动议进行
审议，孔特首次对此作出回应。他
指出，联盟党在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
中支持率大幅上升，此后萨尔维尼
就一直想启动提前选举。他指责萨
尔维尼“追求的是自身和自己所在
党派的利益，他的决定将为国家带
来严重风险”。孔特说：“在结束本
次辩论后，我将告知总统本届政府
的终结，并提出辞去总理一职。”

自2018年6月执政联盟组建以
来，联盟党的民调支持率几乎翻倍，

从2018年意大利大选时的17%涨
至欧洲议会选举时的30%多，而五
星运动支持率不断走低。

萨尔维尼称，他之所以决定“叫
停”本届政府是由于五星运动提出太
多反对意见，例如反对修建连接意大
利都灵和法国里昂的高铁项目等。

近来，围绕该高铁项目，五星运
动和联盟党针锋相对，摩擦持续升
级。五星运动以成本过高、破坏环
境为由强烈反对修建这一高铁；联
盟党则认为该铁路对以出口为导向
的意大利经济至关重要。

分析人士指出，高铁分歧只是
两党分道扬镳的导火索。过去一年
多，联盟党和五星运动在移民及税
收等诸多议题上都意见不合。而民
调支持率的上升让联盟党对推动提
前大选有了底气，最终导致执政联
盟的瓦解。

意大利总理、
无党派人士孔特
20 日晚正式向总
统马塔雷拉递交辞
呈。分析人士指
出，这意味着由联
盟党和五星运动组
成的、执政近十五
个月的联合政府走
到了终点，未来意
大利政局走向面临
多重变数。

危机始末 高铁分歧是执政联盟瓦解的导火索 未来选项 总统或将解散议会宣布提前选举

美国破坏《中导条约》将引发军备竞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0日表
示，美方此举势将引发新一轮军备
竞赛，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
和博弈的过时观念，对发展军备保
持克制。

俄军事专家穆拉霍夫斯基认
为，美国已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
了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这

些系统已经被证实可以发射“战斧”
巡航导弹。未来如果美国决定在俄
罗斯周边部署相关导弹，俄方或将
发展“口径”巡航导弹的陆基型号作
为回应。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著名“中
国通”查尔斯·弗里曼（中文名傅立
民）警告称，《中导条约》失效后，美国

研发新型导弹的举动必将伴随着未
来相应导弹在亚洲和欧洲盟国的部
署，这甚至有可能引发核危机。

不过，俄罗斯仍为可能的谈判留
有余地。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
20日重申了俄总统普京的立场，称在
美国没有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部署陆
基中程导弹系统之前，俄罗斯将单方

面坚持暂缓部署这种系统。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执行主任达

里尔·金博尔认为，在《中导条约》失
效后，即将于2021年到期的《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必将成为俄美双方
谈判的焦点。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记者
王晨笛 刘晨）

据美国国防部消息，美国18日试
射的一枚改进型“战斧”巡航导弹在
飞行500多公里后击中目标。这是美
国退出《中导条约》后首次公开宣布
试射该条约所限制的导弹。

1987年 12月，美国和苏联领导
人签署《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
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
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
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

导弹、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本月
2日，俄罗斯与美国先后宣布该条约
失效。

佩斯科夫20日针对美方的试射
表示，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都不足以
为这样的试验做准备，这再次证明是
美国的行为破坏了这一条约，而不是
俄罗斯。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军事评
论员、俄军退役上校巴拉涅茨认

为，即使在原有“战斧”巡航导弹的
基础上，美国也不可能在十几天的
时间里研制出上述改进型导弹，此
类导弹的研制可能需要花费数年
时间。

美国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说，18
日的试射采用了MK-41型垂直发射
系统，但该系统不同于目前美军在罗
马尼亚部署的陆基反导系统。

一直以来，俄罗斯指控美国部署

在罗马尼亚用于反导的陆基“宙斯
盾”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
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原本是作为
海基武器研发的，一旦其部署在陆地
上，就违反了《中导条约》。

针对美军18日的试射，今日俄
罗斯通讯社报道说：“正如五角大楼
刚刚证明的那样，这些发射装置既
可发射拦截导弹，又可发射‘战斧’
巡航导弹。”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20日称，美国近
日成功试射一枚射程超过
500公里的常规陆基巡航
导弹，此举表明美方早已准
备破坏《中导条约》。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此
次成功试射此前《中导条
约》禁止的导弹，距离8月
2日该条约正式失效仅十
几天。美国不可能在短短
几周内研制出上述导弹，这
只能说明美国破坏条约蓄
谋已久。美方此举势将引
发新一轮军备竞赛，进而对
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产生
严重消极影响。

拒卖格陵兰岛，丹麦首相遭特朗普“放鸽子”

法新社推断，美国《华尔街日报》
上周率先披露，特朗普曾向顾问咨
询，美国能否购买格陵兰岛，好奇这
一世界最大岛屿的自然资源和地缘
政治意义。

特朗普18日向媒体记者证实，他
的确有此意愿，但这并非美国政府当务
之急，“根本不是”他丹麦之行的目的。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今年6月

就职。她18日访问格陵兰岛时告诉当
地媒体《塞尔米特夏克报》，向美方出售
格陵兰岛的想法荒谬，“格陵兰岛不能
出售……我强烈希望这不是认真的”。

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当天
早些时候强调，格陵兰岛是战略要
地，丹麦在格陵兰获得许多有价值的
矿产资源。美国已故前总统哈里·杜
鲁门曾考虑购买格陵兰岛。

就特朗普有意购岛，刚卸任丹麦
首相的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上周发

“推文”说：“这肯定是愚人节玩笑。”
特朗普本人19日在“推特”上贴

出一张电脑软件剪接而成的图片，显
示金碧辉煌的拉斯维加斯特朗普国
际酒店在一座北极小村庄矗立，附以
文字：“我承诺不会对格陵兰岛做这
件事！”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依据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
无意商讨出售格陵兰岛的言论，我
把我们原定两周内举行的会晤推迟
到另一个时间，”特朗普的“推文”写
道，“首相如此直接，为美国和丹麦省
下大量花销和精力。我为此感谢她，
期待今后某个时候重新安排会晤！”

美国白宫发言人随后证实，特朗
普“对丹麦的访问已取消”。

特朗普原定9月2日至3日访问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丹麦，在首
都哥本哈根分别与首相弗雷泽里克森
和格陵兰岛地方自治政府首脑基姆·
吉尔森会面，商讨北极事务。

美联社注意到，特朗普宣布取消
访问前数小时，美国驻丹麦大使仍在
发“推文”，说准备迎接特朗普。

白宫7月底宣布，特朗普8月31

日开始访问波兰和丹麦。他对波兰的
行程将照旧。

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获得
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
政府掌管。岛上总人口大约5.7万，
大部分是原住民因纽特人。依据丹麦
和美国1951年签订的一项防务条约，
美军有权使用位于岛上北部的图勒空
军基地。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日经由社交媒体“推特”宣
布，鉴于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不愿意向美方出售自
治领地格陵兰岛，他将推迟与弗雷泽里克森的会晤。

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将辞职

蓄谋已久 俄方称美试射陆基巡航导弹表明其早准备破坏《中导条约》

军备竞赛 俄方或将发展“口径”巡航导弹的陆基型号作为回应

丹麦首相：“格陵兰岛不能出售”

特朗普欧洲行程照旧但取消访问丹麦

⬅ 孔特20日下午在参议院发表讲话，宣布将辞去总理一职。 新华社发

美委总统证实双方秘密接触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委内瑞拉总统尼

古拉斯·马杜罗20日分别证实，双方人员曾秘密
会面。

一名记者在白宫问特朗普，美方代表是否曾
与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副主席迪奥斯
达多·卡韦略秘密会面，特朗普回答：“我们与各种
各样的委内瑞拉代表对话。我不会说他们是谁。
但是，我们对话的级别非常高。”

马杜罗稍后在电视直播讲话中说，双方代表
“接触数月”，“在秘密的地点多次秘密会面”，且今
后将继续接触。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派成员胡安·瓜伊多
1月23日宣布自任“临时总统”，获得美国等国家
承认。马杜罗政府随即指认美方策划“政变”，宣
布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命令美国外交官离境。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
一名“与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的中间人与委内瑞
拉执政党副主席卡韦略会面。卡韦略被视为权力
仅次于马杜罗的“二把手”。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就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一天前提议的取
消现有退出欧盟协议中“备份安排”，欧盟20日反
应冷淡，认定英方没有提出替代“备份安排”的可
行方案，坚持现有协议的法律条款部分不容重谈。

英国首相府同一天回应说，含有“备份安排”
的“脱欧”协议已三次遭英国议会下院否决，“基本
不可行”。除非关联英国北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备
份安排”取消，否则英欧重新达成协议“无望”。约
翰逊将于21日访问德国首都柏林，游说德国总理
安格拉·默克尔。

眼见欧盟固守立场，游说之外英国政府加紧
筹备“脱欧”，20日宣布9月1日起停止参加不涉
及核心利益的欧盟会议，同时为“脱欧”后企业海
关申报提供便利。

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与欧盟谈妥的“脱欧”
协议规定，如果英欧在“脱欧”过渡期内无法协商
达成一份关于北爱地区贸易的更好方案，在明年
年底过渡期结束时将启动作为保险兜底政策的

“备份安排”，确保不设“硬边界”。启动“备份安
排”意味着英国全部地区将留在关税同盟，直到双
方找到新方案。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欧盟不愿重谈协议
英国展“脱欧”决心

8月20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德国国防
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对记者讲话。

德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20日在伊
拉克首都巴格达表示，德国将继续支持伊拉克应
对恐怖主义威胁。 新华社/法新

德国防长说

德将继续支持伊拉克
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日本将建“顶级神冈探测器”
期待再获诺奖级成果

据新华社东京8月21日电 据共同社等日本
媒体21日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将建设探测中微子
的下一代“顶级神冈探测器”，计划于2025年后投入
使用，探索宇宙起源和物质诞生等谜团。日本科学
界期待这一探测器能再次带来诺贝尔奖级的成果。

“顶级神冈探测器”是日本现有“超级神冈探
测器”的后继设施，将能更详细地探查中微子的性
质。2002年，日本科学家小柴昌俊借助“神冈探测
器”和“超级神冈探测器”发现的中微子证据而获
诺贝尔物理学奖。2015年，小柴的弟子梶田隆章
和加拿大科学家阿瑟·麦克唐纳因在中微子振荡
方面的发现而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超级神冈探
测器”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科学界期待“顶级神
冈探测器”有助于获得又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8月21日，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推迟访
问丹麦后对媒体讲话。 新华社发

8月20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个遭遇洪
水侵袭的棚户区，人们涉水前行。

连日来，暴雨导致印度亚穆纳河水位上涨，新
德里地区已发布洪水警报，市政府要求生活在低
洼地带的人们转移到安全地区。 新华社/路透

印度新德里遭遇洪水侵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