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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机动式巡视：
通报65个典型案例

中央军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8日召开第13次会议， 听取中央
军委派出的5个巡视组开展军队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专项机
动式巡视情况汇报， 研究审议巡
视发现的重要问题和线索。至此，
历时8个月的军队规模结构和力
量编成改革3个阶段巡视任务顺
利完成。

这次巡视一个显著特点是，
中央军委巡视组边发现问题边移
交查处， 分两批将违反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顶风违纪、基层“微
腐败”三个方面问题，及时移交军
委纪委先查先办、快查快办、严查
严办，将65个典型案例通报全军
教育警示部队， 立起正风反腐不
松不退不让风向标。

巡视期间， 中央军委巡视组
先后赴各战区、各军兵种、军事科
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和
武警部队近千个团级以上单位巡
访巡查，组织5万多名官兵问卷调
查，查阅资料27万多份，受理信访
举报1400多件次， 现场纠治了一
大批苗头性隐患、倾向性问题，深
入了解发现和移交查处了一批问
题线索，有效发挥了正风肃纪、助
推改革的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

德国总理默克尔10日表
示，德国政府愿意直接参与解
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并提出可
参照解决伊朗核问题模式。

默克尔当天在接受德国
《法兰克福汇报》 采访时说：
“当（国际社会）希望我们参与
到其中时， 我会马上表示同
意。”

默克尔说，在解决伊朗核
问题时，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
“经历漫长但重要的外交磋商
后，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不错
的结果”， 朝核问题的解决也
可以参照这一模式。德国应做
好参与其中的准备。

在过去一周时间里，默克
尔已就朝核问题同法国、中
国、韩国、日本等国领导人及
联合国方面进行了电话沟通。
她担忧朝鲜发展核武器会刺
激韩国和日本也开展核武器
研发。她建议，应该出于促进
和平谈判解决危机的目的，加
强对朝鲜的制裁措施。默克尔
11日还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就此通电话。

9月3日， 朝鲜不顾国际
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
验。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此
予以强烈谴责。

■据新华社

反对“萨德”的韩国民众8
日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门前举
行抗议活动，敦促政府撤除“萨
德”。此前一天，美韩完成“萨
德”系统在韩“临时”部署。

分析人士认为， 韩国政府
在“萨德”部署问题上无视民意
并且立场反复， 遭到民众和在
野党“围攻”。如何弥合因“萨
德”产生的社会分裂，摆脱外交
困局， 是文在寅政府面临的严
峻考验。

部署引发质疑

经过与反“萨德”民众整夜
激烈冲突后， 美国和韩国军方
于7日清晨将“萨德”反导系统
剩余4台导弹发射车及相关物
资运入韩国庆尚北道星州美军
“萨德”基地。

为安抚人心， 韩国总统文
在寅8日晚紧急发表声明辩解
称， 此次部署是根据安全局势
的严峻性和紧迫性而进行的
“临时”部署，“萨德”系统的最
终部署将在完成环境影响评估
后再做决定。

韩国《韩民族日报》发表社
论批评称，“临时” 部署的说法
不过是一种“政治狡辩”。在事
实上已经完成“萨德”系统部署
的情况下， 政府的这种说法不
过是托词。

有分析认为， 虽然即将启
动的部署地环评程序号称严谨
科学，但很难不被认为是在“走
过场”，目的不过是给“萨德”一
个冠冕堂皇的合法身份。

文在寅政府上台4个月来，
对于“萨德”部署问题的表态几
度改口，备受诟病。上台之初，
文在寅曾下令彻查“萨德”发射
架秘密抵韩事件。而此后不久，
却又开始强行推动“萨德”部
署。7月28日， 韩国防部宣布将
在部署地开展环评， 并依据评
估结果决定是否部署。然而，仅
仅一天后，文在寅就表态，为应
对朝鲜导弹威胁，将“临时”部
署剩余4辆“萨德”发射车，引发
舆论一片哗然。

各方分裂加剧

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
器”最新民调数据显示，文在寅
的支持率自上任以来首次跌破
70%。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文在
寅政府无法弥合国内社会分
裂， 其支持率可能会进一步下

跌，并动摇其执政基础。
现在执政的共同民主党曾

在朴槿惠政府时期多次批判部
署“萨德”系统的决策，其支持者
中有很大一部分对部署“萨德”
持消极立场。此次文在寅政府一
意孤行强行完成“萨德”部署，一
定程度上进一步撕裂了民意。

在8日于青瓦台前举行的
反“萨德”抗议活动上，民众代
表批评文在寅“背叛”了其支持
者。他们说，文在寅竞选时承诺
将重新审视“萨德”部署决策，
并在当选之初强调部署前应当
完成必要程序， 而如今却在没
有与公众和国会协商的情况下
下令继续部署， 其所做之事与
前任政府无异。

在野的正义党对“临时”部
署提出了尖锐批评， 称新政府
上台后全然背弃当初提出的就
“萨德” 部署进行真相调查、付
诸国会讨论、 开展环评的三大
承诺。 在野的国民之党则批评
文在寅提出的“临时”部署表述
只会继续撕裂舆论。

保守阵营也批评文在寅政
府在“萨德”问题上出尔反尔，
并借机抨击文在寅政府摇摆不
定的安保政策。

外交僵局难解

分析人士指出， 文在寅上
台后， 韩国周边外交形势错综
复杂， 其外交安保政策备受关
注。然而，从上台伊始的“四强
外交”口号，到近期的对美一边
倒政策； 从主张对话改善韩朝
关系， 到要求采取切断对朝原
油供应的最严厉制裁； 文在寅
的外交安保政策与其对待“萨
德”的立场一样，摇摆不定，甚
至前后矛盾。

民众对外交安保现状感到
不满也成为导致文在寅支持率
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

文在寅声称， 朝鲜的核导
威胁不断升级， 加剧了韩国的
安保严峻形势， 因此部署“萨
德” 是现阶段韩国政府所能采
取的最佳措施。

然而，韩国《京乡新闻》在
社论中指出，部署“萨德”非但
不能帮助文在寅政府解决朝核
问题，还将是麻烦的开始。部署
“萨德”是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作
出的第一个重要外交安保决
策，也是错误的决策，将使韩国
与中国关系短期内难以缓和。

■据新华社

卡塔尔断交风波本月出
现戏剧性的一幕。 卡塔尔埃
米尔塔米姆与沙特阿拉伯王
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日
罕见地通电话， 外界普遍预
期这场持续3个多月的危机
或现转机。

然而， 沙特9日突然翻
脸， 宣布切断与卡塔尔的任
何对话。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8日通电
话一事备受关注， 两国官方
媒体均对此加以报道。

按照路透社说法，这是
卡塔尔断交风波爆发以来，
卡塔尔与沙特两国领导人之
间首次公开报道的直接接触。

卡塔尔通讯社报道，卡
塔尔埃米尔与沙特王储在电
话中均强调“坐到谈判桌前
解决危机的重要性”，“尽力

确保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
员会成员的团结稳定”。

按照卡塔尔通讯社的说
法，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先前与卡塔尔埃米尔通话，
从中斡旋， 从而促成了后者
与沙特王储通电话。

就在外界普遍预期卡塔
尔与沙特等国的断交风波可
能迎来转机时， 沙特方面发表
第二份声明， 否认卡塔尔方面
的说辞， 还宣布切断与卡塔尔
的任何对话。

沙特通讯社9日援引沙
特外交部一名匿名官员的
话， 指责卡塔尔通讯社的相
关报道“歪曲事实”，“沙特阿
拉伯王国宣布中断与卡塔尔
当局的任何对话或沟通，直
到卡塔尔发表新声明， 对其
立场作出澄清”。

■据新华社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朝鲜方
面10日扣押一艘从俄罗斯远东
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驶往
韩国的游艇。 在查明情况后，朝
方将扣押的游艇释放。

符拉迪沃斯托克新闻网援
引符拉迪沃斯托克“七英尺”游
艇俱乐部新闻发言人亚娜的话
报道说，当天该俱乐部一艘“希
望”号游艇在驶往韩国参加国际

比赛的途中被朝鲜边防人员扣
押。该游艇上有两名乘员，在遭
扣押过程中并未受伤。

当天稍晚时候， 国际文传
电讯社援引俄外交部驻符拉迪
沃斯托克代表处的消息说，朝
鲜边防人员在查明情况后已释
放被扣押俄游艇， 该游艇正按
原定路线行驶。

■据新华社

强推“萨德”部署 韩国政府四面楚歌
无视民意遭民众和在野党“围攻” 韩媒：部署“萨德”将是麻烦的开始

朝鲜短暂扣押一艘俄罗斯游艇

默克尔表示愿参与解决朝核问题

断交风波“戏剧性一幕”
沙特翻脸为哪般？

三峡工程启动新一轮175米试验性蓄水
按照国家防总批复要求，9月10日凌晨起，长江三峡枢纽工程正式启动新一轮175米试验性蓄水。预计10月

底或11月份，三峡工程将蓄至175米水位。 这是9月10日拍摄的三峡工程全景图。 新华社 图

伊朗海军10日发表声明说，
一艘伊朗海军舰艇当天在阿曼
湾驱离一艘美军驱逐舰。

伊朗媒体报道， 一艘伊朗小
型民用船只当天在阿曼湾附近海
域测试动力系统时发生引擎故障
并求援。 伊朗海军派出一艘导弹
艇前往救援， 途中发现一艘美军
驱逐舰也在接近事发海域。 伊朗
导弹艇发出警告后， 美国军舰离
开这一海域。 随后伊朗导弹艇将
事故船只拖回。 ■据新华社

伊朗海军导弹艇
驱离美军驱逐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