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基斯坦
反对党联盟连
日来以经济社
会治理能力不
佳等为由，在
国民议会（议
会下院）发起
对总理伊姆
兰·汗的不信
任动议。伊姆
兰·汗则以一
封“外国势力”
发出的“威胁
信”举证，称美
国意图颠覆巴
基斯坦政权。

由巴基斯坦军方退役高级将领
组成的退役军人协会3月31日发表
声明说，退役军人对巴基斯坦国家安
全有着合法利害关系和道义责任，政
治稳定直接关乎国家安全。为了防
止外国干涉和侵略，必须坚持当前政
治体制。

巴基斯坦资深政治分析师哈龙·
拉希德告诉新华社记者，此次政坛动
荡针对伊姆兰·汗本人，背后推手正是
美国。他认为，伊姆兰·汗拒绝接受美
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在巴军事存在，拒
绝参加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拒绝
支持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会”，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对俄罗斯制
裁等一系列举措，加深了美方对伊姆
兰·汗的痛恨。

在巴基斯坦退役三星中将哈龙·
阿斯拉姆看来，美国政府基于自身战
略利益考虑，无法将巴基斯坦从身边
推开。当前通过威胁巴基斯坦政府并
意图更迭巴政权的行径虽是虚张声
势，本质还是其霸权主义心态作祟。

蒋超（新华社专特稿）

“威胁信”事件发酵

巴基斯坦总理“点名”美国意图颠覆巴政权
巴反对党联盟
发起不信任动议

3月 27日，伊姆兰·汗在首都伊
斯兰堡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对支持者表
示，由于他拒绝让外国影响巴基斯坦
外交政策，外国势力资助巴反对党联
盟在国民议会发起不信任动议。他当
众掏出一封信件，称这是掌握的证据。

3月28日，反对党联盟在国民议
会正式提出对伊姆兰·汗的不信任动
议。国民议会共有342个席位。伊姆
兰·汗领导的正义运动党控制155个
议席，是最大党派，但所控议席未过半
数，多年来与其他小党组成执政联盟。

国民议会预计于4月3日举行投
票，如果动议获172名或更多议员支持，
政府将被推翻，伊姆兰·汗将成为巴基斯
坦历史上首位遭国民议会罢免的总理。
经过一系列博弈，截至4月1日，反对党
联盟已经争取到177名议员支持。

3月31日，伊姆兰·汗发表全国电
视直播讲话称政府在反对党联盟提出
动议前就已收到来自外国的威胁信
息，其中表明：“如果针对伊姆兰·汗的
不信任动议获得成功，巴基斯坦将被
该国原谅，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

3 月 31 日晚间，巴基斯坦总理
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伊姆兰·汗当天
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通
报某一外国高级官员与巴基斯坦驻
该国大使正式沟通情况。国安委对
相关情况严重关切，认为某国高官
使用了“非外交用语”，等同于该国
公然干涉巴基斯坦内政，这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可接受。国安委决定通
过符合外交准则的适当渠道提出强
烈交涉。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
说，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纳迪姆·拉
扎、陆军参谋长贾韦德·巴杰瓦等军政
要员出席此次会议。

4月1日，伊姆兰·汗接受巴基斯
坦ARY新闻电视台专访时说，巴基斯
坦政府已向美国驻巴大使馆提出交
涉，询问美方为何干涉。

巴基斯坦资深记者娜西姆·泽赫
拉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发文说，这一外
国高级官员就是美国副国务卿，所有
人都应抗议美方“无法令人容忍的”
沟通。

巴政府已向美驻巴大使馆
提出交涉

专家认为美国
是巴政坛动荡背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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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科伦坡4月2日电（记
者车宏亮 唐璐）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
雅·拉贾帕克萨1日晚宣布，自当天起
在该国实施公共紧急状态。

根据《公共安全法》有关条款，在
实施公共紧急状态下，总统有权出台
紧急法令，内容可涉及拘押人员、搜查
住所和接管资产等。

与此同时，斯里兰卡警方宣布，自
1日夜间至2日清晨6时在科伦坡所
在的西部省实施宵禁。

斯里兰卡目前面临外汇匮乏、物
资短缺、物价高涨、供电紧张等问题。
该国正遭遇近些年来最大规模的停
电，继3月30日全国停电10小时后，
3月31日和4月1日全国又相继停电
13小时和12小时。

斯里兰卡实施
全国公共紧急状态

澳大利亚与印度2日签署一项过渡性质的
《澳印经济合作与贸易协议》，同意取消两国间大
部分进出口货物关税。

签约仪式在两国首都堪培拉和新德里以视
频连线方式进行。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提恩与
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分别签署协
议，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和印度总理纳
伦德拉·莫迪共同见证。

按照澳大利亚政府的说法，双方将继续合
作，以求达成一项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戈亚尔
在签约仪式后说，印度希望“加速”推动下一个
进程，促成澳印建立“全面经济合作关系”。

澳大利亚预期 5 月中旬举行联邦议会选
举。路透社报道，莫里森领导的执政党在近期民
意调查中落后，莫里森急于在竞选连任活动开始
前敲定这项已经和印度商谈十年有余的自贸协
议。谈判2015年陷入停滞。

根据这项协定，总额126亿澳元、占比超过
85%的澳对印出口货物将免征关税，包括绵羊肉、
羊毛、龙虾、铜、煤、铝以及一些印度产业必需的矿
物和有色金属。96%的印度对澳出口货物将享受

“零关税”待遇。
《新印度快报》报道，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

易在内，去年澳印贸易总额为275亿美元。印度
在澳大利亚贸易伙伴中排名第九，澳大利亚在印
度贸易伙伴中排名第十七位。

沈敏（新华社微特稿）

澳印签署过渡性经贸协议

新华社纽约4月1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格罗西1日说，他将于近期率
领一支援助团队前往乌克兰切尔诺
贝利核电站。该机构还将向乌克兰
派出更多援助团队，以协助确保乌境
内核设施安全。乌总统办公室副主
任季莫申科同日说，乌俄双方再次交
换被俘人员。

——格罗西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首个援助团队将
很快启程前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发表声明说，经
俄乌双方确认，俄军部队已全部离开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格罗西说，俄方
未向他告知俄军撤离核电站的原因，
该机构仍无法证实俄军在切尔诺贝
利核电站禁区内受到高剂量辐射的
相关报道。目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周边地区整体辐射水平保持正常。

——季莫申科1日在社交媒体上
说，乌方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
命令，当天再次与俄方交换被俘人
员，乌方有86人被释放，其中包括15
名女性。此外，乌方当天从顿涅茨
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等地区疏散
6266名乌克兰居民，其中包括3071
名马里乌波尔居民。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
科夫1日在例行发布会上说，莫斯科时
间当天5时左右，两架乌克兰“米-24”
直升机进入俄领空，对别尔哥罗德州
首府别尔哥罗德市郊区一处民用石油
产品储存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导致部
分储存设施受损并起火燃烧。该设施
为民用车辆提供燃料，与俄军方无
关。科纳申科夫表示，自开展特别军
事行动以来，俄军已摧毁乌方124架
战机、82架直升机、357架无人机、
1854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202台
多管火箭炮、777门野战火炮和迫击
炮、1722辆特种军用车辆。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

将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派遣援助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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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一名女子走过斯里兰
卡科伦坡街头警戒的特别任务部队成
员。 新华社/法新

美对俄扩大制裁 俄或将限制农业出口
美国商务部4月1日宣布，新增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共120家实体至
制裁清单，包括与军事相关企业和研
究机构。

面对美国和西方空前制裁，俄罗
斯前总理、现任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当天警告，俄
方可能将只对“友好”国家和地区供
应农产品。

美方施加更多制裁

根据美国商务部1日在《联邦政府
纪事》发布的通知，美方对俄罗斯96家
实体和白俄罗斯24家实体实施新制
裁。这些实体将无法申请特别许可
证，从美国进口产品。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方
新增制裁名单上的俄罗斯实体包括一

系列与军事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遭
制裁的白俄罗斯实体则涵盖一些国家
机构。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认为，制
裁措施将有助于防止技术和软件进入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军事部门。

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
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商务部迄今累
计新增制裁260家实体。

俄方只供“友好”买家

西方多国目前宣布针对俄罗斯的
制裁措施涉及诸多领域。俄方已经列
出一份对俄实施制裁的“不友好”国家
和地区名单，包括美国、欧洲联盟成员
国、英国、乌克兰、日本和韩国等。

梅德韦杰夫1日在社交媒体上
说，俄方可能将只对“友好”国家和

地区出口农产品。
按路透社说法，俄罗斯作为全球

主要小麦出口国，主要向非洲和中东
地区供应小麦。梅德韦杰夫强调，俄
罗斯在粮食供应方面的优先事项是保
障国内市场并稳定价格，对“友好”国
家和地区的农业供应将按商定比例以
卢布和相应国家的货币进行。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死亡威胁”佩洛西
美一男子获刑18个月监禁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4月1日判处一名男子
18个月监禁，理由是他对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
佩洛西和另一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发出“死亡
威胁”。

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当天对60岁
的棕榈滩花园市男子保罗·弗农·赫费尔做出这一
判决。在该法院1月21日的庭审中，赫费尔承认
分别于2019年3月和2020年11月向他人发出

“死亡威胁”。
美国司法部新闻稿未披露被赫费尔“死亡威

胁”的三名女性具体信息。
按照美国《国会山》日报、微软-全国广播公

司等媒体报道说法，被威胁的三名女性均为民主
党人：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伊利诺伊州库克县
检察官金·福克斯、纽约州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德里
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国会山》日报援引美国国会警察局局长托
马斯·曼格的话说，近年来针对国会议员的威胁
案例数量飙升，国会警察局2021年处理相关案
例达9600起。 蒋国鹏（新华社微特稿）

日前，游客在日本东京泛舟赏樱。
东京进入樱花季，不少市民走上街头赏樱。

新华社发

东京：樱花盛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