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全球抗疫

世界新闻 2020年5月23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张昕B02 综合

■■■■■ ■■■■■ ■■■■■

新华社伊斯兰堡 5月 22 日
电（记者李浩）巴基斯坦国际航
空公司 22 日证实，该公司一架
载有约 100 人的客机当天下午
在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一处
居民区坠毁。据当地媒体报道，
事故目前已造成 11 人遇难，15
人受伤。

当地媒体援引巴基斯坦国际
航空公司发言人阿卜杜拉·哈菲

兹的话报道说，
这架空客 A320 客
机准备降落时，在卡拉
奇真纳国际机场附近的居
民区坠毁。

哈菲兹说，这架客机于当地
时间13时8分从巴东部城市拉合
尔起飞，在飞行员向真纳国际机
场控制中心报告出现技术故障
后，客机于 14时 37分与机场控

制中心失去联系，14时 45
分坠毁。
报道说，安全部队、警察和救

援人员已抵达坠机现场展开救
援。救援人员认为，可能有多名
地面人员在事故中遇难。

事故发生地附近居民乌迈
尔·穆尔塔扎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坠机事故发生时，他正在家里。

当他听到一声巨响出门查看时，
发现飞机已经坠毁。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22
日表示，根据巴方提供的乘客名
单，初步核实机上没有中国公
民，进一步情况还在核实中。

为防控新冠疫情，巴基斯坦
今年 3 月宣布停飞国内客运航
班，直到本月16日才恢复国内部
分客运航班的运营。

巴基斯坦一架客机在卡拉奇坠毁
当地时间13时8分：
客机从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合尔起飞
14时37分：
客机与机场控制中心失去联系
14时45分：
客机在真纳国际机场
附近的居民区坠毁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温
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2日说，中
方对美方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执意退
出《开放天空条约》深表遗憾。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美方21日宣布，由于俄罗斯
未能遵守条约，美国将退出《开放天
空条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
将于22日向其他缔约国通报退约决
定，6个月后正式退出。如俄恢复完
全遵约，美将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美方此举与其近来一系列‘毁
约退群’行动如出一辙，是美国固守
冷战思维、奉行‘美国优先’和单边主
义、背弃国际承诺的又一消极表现。”
赵立坚说。

他说，美方此举不利于保持地区
国家间军事互信和透明，不利于维护
有关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国际军控
与裁军进程也将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外交部：

对美执意退出
《开放天空条约》
深表遗憾

新华社华盛顿5月21日电（记者
刘品然）美国国务院21日说，美国将于
22日向《开放天空条约》所有签约国递
交退约决定通知。

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
认为继续作为《开放天空条约》成员国
已不符合美方利益，将在6个月后正式
退出该条约，除非俄罗斯方面能重新
履行这一条约。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指责
俄罗斯违约，称这是美方退约的原因，
但同时表示美俄有机会达成一个新协
议。但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美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
尔当天发表声明，批评特朗普政府退约决
定损害国家安全并破坏法律程序。声明
说，依据去年年底生效的2020财年国防
授权法案，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须在美方

向相关方递交退约通知前120天告知国
会，但国会并未收到任何通知。

美国务院前代理副国务卿康特里
曼表示，美国单方面退出《开放天空条
约》有损欧洲盟友的安全，标志着美国
对北约盟友承诺的减弱。

俄罗斯媒体21日援引俄外交部副
部长格鲁什科的话报道说，俄方尚未
收到美方有关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
正式通知，美国退出这一条约将对欧
洲军事安全体系再次构成打击。

《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签署，
2002年起生效。条约参与国可按规定
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
察。该条约是冷战结束后重要的信任

建立措施，有助于提升透明度和降低
冲突风险。美国、俄罗斯和大部分北
约国家签署了这一条约。

特朗普政府已单方面退出多个国
际安全协议和条约。2018年5月，美
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2019年
2月，美国宣布启动《中导条约》退约程
序并于同年8月退出。美俄两国2010
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将于明年2月到期，俄方已多
次表示愿意不设前提条件
延长该条约有效期，但
美方目前对此仍未
表明态度。

美国称将退出
《开放天空条约》

国际观察

退约！特朗普再损国际军控体系
美国国务院21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将于22日向《开放天空条约》所有签约国递交退约决定通知，称继续留在条约内已不符合美

方利益。这是继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和《中导条约》后，美方再次选择脱离重大国际安全协议和条约。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
举不仅会损害本国及欧洲盟友的安全利益，而且将使美国与俄罗斯之间进一步丧失互信，也令军控体系更加岌岌可危。

出于多方考虑

危害军控体系

《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签
署，2002年起生效，签约国包括美俄
和大部分北约国家。根据条约，签
约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
装方式的空中侦察。该条约被视作
冷战结束后美欧与俄罗斯之间构建
互信的重要措施，被认为有助于提
升透明度和降低各方冲突风险。

美国政府有意退出《开放天
空条约》的消息自去年年底就已
从华盛顿政治圈传出。尽管包括

美国前防长马蒂斯在内的多位高
官及学者均认为留在条约内符合
美国利益，但美国政府依然迈出
了“退群”这一步。分析人士认
为，这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首先，美方认定俄方违约。
美国务院在21 日的声明中说，美
国将在6个月后正式退出该条约，
除非俄方能重新履约。过去一段
时间里，美俄双方就违约问题一
直在打口水仗，双方也均曾对条

约执行加以限制：俄罗斯限制美
军机在加里宁格勒等地及对俄军
事演习进行侦察，美国则限制俄
方侦察夏威夷。

其次，美方已不再依赖条约
允许的方式获取俄方情报。美国
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马
修·凯尼格指出，美国已不需要通
过侦察机来收集图像情报。美国
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航
空航天安全项目主任托德·哈里

森也表示，条约中允许使用的相
机分辨度与目前商用遥感卫星水
平类似，而在合成孔径雷达侦察
方面，商用卫星的性能甚至优于
条约允许的水平。

第三，美国特朗普政府一贯
对国际军控体系持怀疑态度。在
其看来，军控机制对美国限制的
严苛程度远超别国，让美国“吃
亏”，而当前特朗普政府内部也缺
乏支持军控的建制派声音。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国在6
个月缓冲期后选择正式退约，将令
美俄之间的互信进一步丧失，相关
军控体系前景黯淡。

针对美国的退约决定，俄罗斯
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21日一方
面否认俄方违约，一方面批评美国
政府此前退出《中导条约》等举动
已经削弱了欧洲军事安全体系，退
出《开放天空条约》将对这一体系
再次构成打击。俄国家杜马（议会
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
基表示，这是美国政府继退出《中
导条约》之后破坏军控领域关键条
约的又一举动，对欧洲军事安全体
系构成威胁。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论，
《开放天空条约》是军控中“合作监
控”的成功案例，一旦因美国退出
而瓦解无疑是对全球军控体系的
一大打击。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德米
特里·特列宁认为，特朗普政府在
军控问题上的态度一贯如此，美方
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决定并不
算突然。他认为，未来俄罗斯应理
性应对，继续与欧洲国家共同遵守
该条约。

分析人士指出，上世纪 70 年
代以来，军控条约一直是美苏及
其后美俄关系的核心支柱，它的
意义远超过核弹头的数量或者情

报图像的清晰度。军控条约为国
家间提升互信创造条件，为危机
稳定机制提供透明环境。当美方
再一次选择退约，国际社会更加
担心，美国是否愿意与俄罗斯续
签将于明年2月到期的《新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

此外，美国政府的退约决定
也有损美国自身及其欧洲盟友的
安全利益。美国得克萨斯州众议
员华金·卡斯特罗在社交媒体上
表示，《开放天空条约》是一系列
精心构建、可有效防止核灾难的
条约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的做
法将意识形态诉求凌驾于美国人
民安全之上。

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和前防
长佩里此前共同撰文强调，依据

《开放天空条约》，一些侦察能力较
弱的欧洲盟友可共享美国侦察机
收集到的俄方军事情报，美国退约
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失去一个重要
的情报获取手段，直接影响它们的
安全利益。

德国外长马斯呼吁美国重新
考虑退约决定。他表示，该条约
有助于北半球地区的安全与和
平，德国此前已与英国、法国和波
兰多次向美国表示希望美国能留
在条约中。

（新华社华盛顿5月21日电
记者刘品然）

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
空客A320客机。 新华社发

5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向记者讲话。 新华社/法新

孟加拉国病例数破3万
单日死亡病例数创新高

新华社达卡5月22日电（记者刘春涛）孟
加拉国卫生部门22日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
示，截至当地时间22日8时（北京时间22日10
时），该国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1694例，累
计确诊30205例；新增死亡病例数创新高，达
到24例，累计死亡432例；新增治愈588例，累
计治愈6190例。

孟加拉国政府已于14日宣布延长公共假期
至5月30日。公共假期期间，全境各类公共客
运服务暂停。开斋节即将到来，预计大量外出
务工人员将返乡过节。孟警方22日对媒体表
示，人们可搭乘私家车返乡，但无法乘坐公共客
运交通工具。

5月21日，在法国巴黎，人们在塞纳河边
晒太阳。法国欧洲和外交部国务秘书让-巴蒂
斯特·勒穆瓦纳20日表示，如果想要重新振兴
旅游业，欧盟各国之间的协作必不可少，其目标
是欧洲各国在“6月15日左右”逐步重新开放
边界，民众可在欧洲境内自由旅行。

欧洲多国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欧洲地区
新冠疫情持续缓解，多国已重新开放或计划开
放边界，为即将到来的夏季旅游旺季创造条件。

新华社/法新

欧洲疫情持续缓解
多国重开边界促旅游

俄金矿出现集体感染
军方介入隔离

俄罗斯最大黄金生产商极地黄金公司位于
西伯利亚地区的一处矿区上千人新冠病毒检测
呈阳性。俄罗斯军方21日说，已设立营地用于
人员隔离，以阻断病毒传播。

极地黄金公司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分公司奥
林皮阿达矿区有雇员大约6000人。法新社援
引当地卫生官员的话报道，截至21日，奥林皮
阿达矿区1191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不过绝
大部分感染者尚未出现症状。

超过140名工作人员现在医院治疗。极地
黄金21日说，一名工作人员病亡。另有3人康
复出院。俄罗斯军方当天说，军方已准备好一
处用于隔离的营地，可容纳2000人，相应医疗
设施已就位。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要求军方协
助应对矿区疫情。俄国防部下令搭建移动野战
医院并派遣200名军人，包括77名医生和医疗
专家。 陈立希（新华社微特稿）

新冠疫情重创航空业

法航提前淘汰空客A380
法航—荷航集团宣布，因新冠疫情重创航

空业，市场对大型客机需求减少，集团内的法国
航空公司决定提前终止运营旗下9架空中客车
A380客机。

新冠疫情导致旅客出行大幅削减，航空企
业不再需要超大型客机，法航因而20日宣布，
决定“终结”空客A380客机运营。法航原本计
划以2022年底为终止期、逐步淘汰这一全球现
有最大型商用客机，但疫情暴发以来，法航旗下
A380客机处于闲置状态，法航决定现在就让
它们“永久停飞”。

按照法航—荷航集团的说法，法航将选择
“更现代、更高性能、环境污染显著降低的客机”
替代A380，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可能考虑体
型较小的空客A350、波音787系列客机等宽体
双引擎客机。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这是5月22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拍摄的飞机坠
毁现场。 新华社发

巴西新冠死亡病例破2万
新华社巴西利亚5月21日电（记者周星

竹）巴西卫生部21日晚间发布的数据显示，过
去24小时该国新增确诊病例18508例，累计
310087例；新增死亡病例1188例，累计死亡
20047例。

该国疫情最严重的圣保罗州确诊病例超
7.3万，死亡病例达5558例。巴西卫生部表示
将在26日前向圣保罗州派发600台呼吸机。

据巴西官方媒体报道，巴西从中国购买的
450万个N95口罩当天已到货，卫生部将协调
将这些口罩尽快派发到各地。

位于圣保罗的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医院当
天表示，已借助高通量测序技术研发出一种新
的新冠病毒检测方法，能同时检测1536份样
本，约3天出结果，且准确度极高，有望于6月
大面积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