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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墨西哥政府日前起诉美国境内多家武器制造商，指控其违规销售导致大量枪支非法流入墨西哥，助

长该国暴力事件。这是首次有外国政府起诉在美枪支制造商并向其索赔，凸显美国政府枪支管控松懈
不仅伤害本国民众，也令邻国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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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阿富汗局势

观 天下

新华社北京8月 18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军方17日说，
美军与塔利班目前未出现敌对行为，
喀布尔机场处于安全状态，每天将有
5000至9000人撤出。欧盟表示，西方
帮助阿富汗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没
有成功”。英国、加拿大表示将接收部
分阿富汗难民。

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 17日在美
国国防部记者会上说，美军指挥官与
塔利班方面在喀布尔正保持沟通。
美军联合参谋部官员汉克·泰勒说，
超过4000名美军即将部署到位以支
持人员撤离，美军与塔利班目前未出
现敌对行为，喀布尔机场处于安全状
态，每天将有 5000 至 9000 人撤出。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17日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塔利班已告
知美方将为平民前往喀布尔机场提

供安全通行。
欧盟17日紧急召开外长视频会议

讨论阿富汗局势。欧盟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会后的视频记者
会上说，西方帮助阿富汗建立现代国家
的努力没有成功，欧盟将不得不与赢得
战争的塔利班进行对话。对于阿富汗
局势和塔利班再次掌控阿富汗，有许多
值得吸取的教训。

英国内政部17日晚宣布，鉴于阿
富汗当前形势，英国承诺在未来数年
共接收两万名阿富汗人赴英定居。根
据紧急出台的有关安置计划，英国承
诺在计划启动的第一年内接收 5000
名阿富汗人，包括妇女、女童以及其他
弱势群体。声明说，将确保每个申请
者都经过严格审查，以避免危害英国
国家安全。

英国保守党议员、前“脱欧”事务大

臣戴维·戴维斯说，英国应该考虑接收
更多阿富汗难民，因为在参与对阿富汗
长达20年的军事干预后，英国理应承
担“更直接的道德责任”。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7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加拿大政府没有承认塔利班
为阿富汗的合法政府的计划。加拿大
将参与稳定阿富汗局势的努力，其中包
括在加拿大安置一些阿富汗人。本月
13日，加拿大宣布将接收安置2万名阿
富汗人，主要是为加拿大驻阿军队工作
过的阿富汗人及其家人。

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
17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就阿富汗局势
进行电话磋商。卡塔尔埃米尔办公室
说，塔米姆和默克尔在通话中强调继
续进行阿富汗问题谈判、在阿富汗实
现全面政治和解和完成权力和平过渡
的重要性。

美国枪支泛滥 墨西哥深受其害

墨西哥新拉雷多市所在的塔毛利帕斯州
北部与美国接壤，是墨西哥暴力犯罪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新拉雷多市人权委员会主席雷蒙
多·拉莫斯·巴斯克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
国海关曾放任满载走私武器的卡车从美国驶
入塔毛利帕斯州。

墨西哥外交部法律顾问亚历杭德罗·赛
洛里奥14日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
说，武器制造商应能通过销售数据监测到非
正常交易迹象，但它们出于利益考虑，只顾供
货而不考虑经销商行为是否合规。

美国的枪支制造、买卖和使用是一个巨

大的产业链，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美国
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为总统选举和国会
选举提供大量的政治捐款。美国党派政治、
选票政治、金钱政治的诸多弊端相互交织，使
得立法和行政机构难以在枪支管控问题上有
所作为，任由事态持续恶化。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是世界上私人拥有
枪支数量最多的国家。2019年，美国共发生
415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平均每天超过一起，全
年共有39052人死于与枪支有关的暴力事件。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8月18日电 记者朱
雨博 吴昊）

墨西哥政府日前起诉美国史密斯－韦森
公司、意大利枪械制造商贝雷塔公司、美国科
尔特专利军火制造公司、奥地利格洛克有限
公司等多家在美枪支制造商，指控它们在知
晓所售武器被用于墨境内大规模袭击和暴力
事件的情况下，仍继续大量出售武器，且未对
购买者身份等开展必要审查。

针对这一指控，美国武器贸易行业组
织全国体育射击基金会发文反驳称，美国
武器交易按照联邦及各州法律的规定进
行，由联邦调查局负责对买家进行背景调

查。毒品交易、人口走私和有组织犯罪集
团，才是墨境内暴力事件高发的原因。一
些犯罪团伙参与武器走私或从墨军方警方
偷取武器，墨方应重点打击这些犯罪活动
并加强相关法规。

对此，墨总统洛佩斯回应称，墨方的起诉
并非意在干涉美国法律，而是针对在美武器
制造商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的不规范行为。洛
佩斯谴责这些公司迎合犯罪集团需求，为其
定制武器，且疏于管控武器交易，放任武器流
向墨犯罪团伙。

近20年来，枪支暴力犯罪已成为
墨西哥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之一。仅
2019年，该国就有1.7万多起凶杀案
与非法枪支有关。据墨政府统计，每
年有超20万件枪支从美国非法流入
墨西哥，墨暴力犯罪涉案枪支中至少
有70%来自美国。

在墨西哥合法购买枪支并非易
事。该国法律规定，所有枪支须在国
防部进行登记，仅少数获得特别许可
的人才能随身携带枪支。相比之下，

美国对枪支管控较松，全美枪支商店
超过5万家，私人拥有枪支的情况较
为普遍，因此墨犯罪集团在美国很容
易买到枪。

墨西哥学院犯罪学专家罗德里
戈·培尼亚·冈萨雷斯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美国于2004年放开攻
击性武器禁售令。几年后，墨西哥出
现暴力犯罪浪潮，随后愈演愈烈。大
量高威力武器流入，犯罪集团火力不
断升级。”

每年走私枪支超20万 墨西哥政府起诉军火商

枪支背后的美利益集团

阿富汗塔利班说

计划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

新华社喀布尔8月17日电 阿富汗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17日
在阿首都喀布尔表示，塔利班计划在阿
富汗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

穆贾希德当天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
后举行的首次记者会上表示，阿富汗将

拥有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政府，目前正就
新政府的名称和组成进行商讨。塔利班
希望与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以发展经
济、实现国家繁荣。塔利班承诺对阿富
汗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和安全部队成员实
施大赦，不会对任何人进行报复。

穆贾希德说，喀布尔局势将很快恢
复正常。塔利班将保证各国驻阿使馆的
安全，继续同各国保持交往。阿富汗将
不再是鸦片种植和毒品交易的中心，将
利用本国自然资源进行重建。妇女是社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塔利班将允许女性

工作和学习，并享有伊斯兰教原则范围
内的所有权利。

穆贾希德说，经过20年斗争，塔利
班成功终结了外国对阿富汗的占领。阿
富汗有权实行符合人民价值观的治理方
式，并理应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同时，
塔利班向全世界承诺，绝不允许任何人
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别国。

同一天，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首
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穆罕默德·纳
伊姆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塔利班政治委
员会负责人、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

主任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当天离开
多哈，并已抵达阿富汗坎大哈。

据卡塔尔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
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7日
在多哈会见了以巴拉达尔为首的塔利班
代表团成员。双方同意为阿富汗实现全
面政治和解及权力和平过渡作出努力。

阿富汗总统加尼15日宣布，他已离
开阿富汗，此举是为了避免流血冲突。
纳伊姆同日宣布，塔利班武装人员已进
入并控制了喀布尔，“阿富汗的战争已经
结束”。

每日数千人从喀布尔机场撤出
欧盟承认帮助阿国家建设努力失败

从阿富汗撤离的英国籍公民
和双国籍人员在喀布尔登上一架
军用飞机。 新华社/路透发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
贾希德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举行的
首次记者会上讲话。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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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社区病例源自澳 口罩强制令升级

8月18日，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惠灵顿举行的疫情发布会上讲话。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18日在疫情发布会上说，基因测序显示，17日

确诊的1例社区新冠病例感染的是德尔塔毒株，疫情传染源来自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州。新西兰卫生部总干事阿什利·布卢姆菲尔德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
表示，已确诊病例的年轻化趋势明显，大部分只有20多岁。 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纽约8月17日电 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乔纳森·齐默
曼近日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刊文
说，每当遇到疫情，美国就会把责任

“甩锅”给外人，这种做法由来已久。
文章分析认为，新冠疫情初期，时

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新冠病毒称为
“中国病毒”甚至是“功夫流感”，这个种
族主义比喻煽动了反亚裔暴力事件。

文章举例说，19世纪，美国舆论
称华人移民传播肺结核、麻风病、天
花等传染病，助长了排华法案；20世
纪初，当数百万南欧和东欧移民进入
美国城市时，他们被指控携带疾病；

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危机发生
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将来自
海地的新移民列为“特殊高危人群”；
2014年埃博拉病毒蔓延，一些美国
政客建议封锁边境，甚至呼吁禁止所
有来自西非的移民，无论他们的国家
是否出现了埃博拉病毒。

文章指出，美国总是把流行病与
外人联系起来，把他们当作“方便的
替罪羊”，免除美国对疾病和死亡的
责任。共和党政客近期所谓新冠病
毒是由移民带来的论调是不正确的，
但这是美国抗疫史上的一个惯用手
法——怪罪外人。

美专家撰文：

每遇疫情“甩锅”外人是美国历史传统

日本政府17日宣布，防疫紧急
状态扩大到茨城、栃木、群马等7个
府县，连同已经进入紧急状态的东京
都、神奈川县、大阪府等地，解禁时间
均为9月12日。日本媒体分析，首
相菅义伟不大可能如舆论早前预期
那样在9月上旬解散国会众议院、提
前大选。11月下旬举行选举正在成
为一种可能。

菅义伟的党首任期定于9月30
日结束。他原先盘算，通过尽快推进
全民接种新冠疫苗、成功举办东京奥
运会振奋国民情绪，在东京残奥会9
月5日闭幕后解散众议院，赢得大选

后以胜利者姿态自动连任党首，不必
举行党首选举。然而，新冠变异病毒
德尔塔毒株迅速扩散，重症患者不断
增加，令菅义伟盘算落空。

多项民意调查显示，菅义伟内阁
所获支持率眼下徘徊在30%左右，
是去年9月上任以来最低，超过六成
日本人不希望他继续担任首相。

共同社分析，众议院选举投票最
早可能在9月26日，最晚可能在11
月14日或11月28日。尽管自民党
再次赢得大选把握不小，菅义伟能否
连任却存在悬念。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菅义伟盘算落空 日本或11月大选

德国西部地区近期遭遇洪水。
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特里尔市政府
17日说，洪水过后发现约350公斤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的弹药。

德新社17日以特里尔市政府有
关部门为消息源报道，这些弹药主要
是子弹、手榴弹和烟雾弹等。在洪灾
较重的阿尔谷，上月共收到22次关

于发现二战弹药的报告。
一名政府部门发言人说，莱茵

兰-普法尔茨州军械部门已派人销
毁这些弹药。德国西部北莱茵-威
斯特伐利亚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
州7月中旬遭遇暴雨及其引发的洪
水。此次洪水导致超过180人死亡。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洪水冲出约350公斤二战弹药

8月17日，人们站在海地莱凯的一处废墟上。
海地民防部门17日说，截至当天下午，海地西部地区14日发生的7.2级

地震已造成至少1941人死亡、9900人受伤。 新华社发

海地地震造成至少1941人死9900人伤

“误判”阿富汗局势

英首相国内挨批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8日在议

会遭“炮轰”，被批对阿富汗局势作出“重
大误判”。他用盟友美国“挡箭”，强调阿
富汗战争由美国主导。

在英国议会下院当天举行的紧急会议
上，多名议员轮番批评约翰逊政府“抛弃”
阿富汗政府，不少人来自约翰逊所在的执
政党保守党。党内同僚、前首相特雷莎·
梅质疑，约翰逊领导的政府何以对阿富汗
局势如此误判。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阿富汗总统加尼
抵达阿联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18日说，阿富
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已经抵达阿联酋。

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
说，阿联酋“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欢迎阿什
拉夫·加尼总统及其家人入境”。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据新华社巴黎8月17日电（记
者唐霁 刘芳）法国外交部网站17
日发表公告，宣布法中两国此前签
署的驾驶证互认换领协议即日正式
生效。

公告说，持中国驾驶证的申请人
所持驾驶证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8年4月1日后签发，且申请人有
意愿在法国居住一年以上，才能换领
法国驾驶证；申请人须在获得首张法
国正式居留证后的一年内提交申

请。对于持有法国驾驶证且希望在
中国换领中国驾驶证的人员，他们须
持有法国2013年 9月16日以后签
发的、符合欧盟标准的驾驶证。

另据中国公安部交管局消息，根
据中法驾驶证互认换领协议，双方承
认对方核发的有效驾驶证，一方准许
持有对方国家驾驶证的人员在其境
内直接驾车或者免试换领驾驶证。
对于临时进入对方境内不超过一年
的，双方驾驶证实现互认。

法国外交部：

法中驾驶证互认换领协议正式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