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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买俄导弹，美欧难奈何
美国担忧，俄罗斯点赞 专家：这是土向欧洲的抗议
土耳其和俄罗斯12日证实， 双方已签订土购俄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
的合同。这是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的首项重磅军购协议。
同一天，原本宣称要冻结对土军售交付的德国口风出现松动，总理
安格拉·默克尔表示，不会全部冻结。
一单军售，折射出土耳其、俄罗斯、欧洲、美国之间多方多向角力。

定金已付 最终敲定
土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
尔多安乘专机从哈萨克斯坦返
回土耳其途中告诉随行土耳其
媒体记者，双方已经签订合同，
定金已经交付， 俄方还将为这
笔军售提供信贷。
俄罗斯方面12日证实了埃
尔多安的说法。 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援引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
局的声明报道，合同已经签订，
俄方准备履行。
S-400是俄罗斯现役最先
进的防空导弹系统， 可根据不
同作战任务，打击不同高度、不
同距离上的目标， 拦截弹道导
弹、巡航导弹、战机等不同类型
目标，最远射程超过400公里。

土总统：他人无权干涉
作为北约成员国， 土耳其
向俄罗斯采购先进防空导弹，引
发美国不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
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7月表示，
华盛顿方面对这笔军购感到“
忧
虑”；上周，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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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民主党
和共和党都对土方的做法表示
忧虑。这一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
员本杰明·卡丁认为， 土耳其采
购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可能触
犯了美国对俄制裁行动。
厄舍克今年3月说，土方曾
寻求向北约购买导弹防御系
统， 但是北约在价格和技术转
让条件方面不让步， 迫使土方
转向俄罗斯。
眼下， 土耳其与欧美国家
关系紧张， 与俄罗斯的关系持
续升温。 埃尔多安告诉土耳其
媒体， 土耳其有根据国防需要
做出武器采购的决定。“没人有
权利对土耳其的独立自主原则
和独立的国防决定说三道四。
我们有责任采取安全措施捍卫
国家。”他说。
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的助理弗拉基米尔·科任当天
告诉俄罗斯媒体：“就这项合同
作出的全部决定都十分符合我
们的战略利益。因而，我们完全
理解那些试图向土耳其施压的
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应。”
■据新华社

矛盾不断 无可奈何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
专家刁大明说，尽管美国国会参
议院一些民主党人称，土耳其采
购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违反美
国最近对俄追加制裁的法案，但
美方可能只会提出抗议，即便真
对土耳其追加制裁，相关立法获
通过的可能性也极小。
刁大明认为， 相比之下，作
为一个号称要对抗俄罗斯威胁
的军事同盟，北约会否制裁土耳
其、 土耳其能否继续享有北约
“
集体安全”值得关注。此次土俄
军售， 与其说是土耳其向美国、
不如说是土耳其向欧洲抗议。
近段时间， 土耳其与德国
等欧洲国家龃龉不断。9月3日
晚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电视竞
选辩论中， 默克尔和主要竞争

对手、 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
马丁·舒尔茨都重申，暂缓土耳
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
所助理研究员张蓓指出，德国在
冻结向土耳其武器交付一事上
口风松动，必须放在德国大选的
背景下看。眼下德土关系恶化严
重，反对党抓住这一点对默克尔
领导的基民盟展开攻击。默克尔
那番“土耳其永不能入盟”的言
论已在欧洲引起热议。德国是欧
盟核心国家， 在处理德土关系
时，默克尔不得不谨慎。
张蓓认为， 对于土耳其与
俄罗斯频频示好、走近，德国乃
至欧洲和美国心存不满， 却无
可奈何， 因为对土耳其施压的
手段有限，而且可能起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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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

区域大国各取所需

哈莉玛成新加坡首位女总统

刁大明认为， 尽管与土耳其
在库尔德武装和“居伦运动”问题
上存在分歧， 但美国为了实现在
叙利亚、 中东乃至亚欧地区事务
中的地缘政治目标， 仍视土耳其
为可争取拉拢的对象。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
伊普·埃尔多安迄今保持积极接触
和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土耳其持
观望、容忍态度。刁大明说，美国需
要土耳其在中东各方角力中发挥
平衡作用，
“
不会急于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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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学外籍教授、中国政
法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晓伟
说，在俄罗斯看来，出售先进的S—
400防空系统旨在换取土耳其的政
治支持。 王晓伟说， 在叙利亚问题
上，土耳其拥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如果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
上协调立场， 很容易让美国主导的
打击“
伊斯兰国” 国际联盟处于弱
势、被动局面，这是俄希望看到的。
综合来看，刁大明说，此次土
耳其与俄罗斯签下军售大单，是
土耳其以自身为砝码的骑墙之
举。土耳其显然是在“担当多面平
衡手”，努力在美国、俄罗斯和欧
洲多方角力中保持微妙平衡，以
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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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总统候选人哈 莉
玛·雅各布13日中午顺利完成
竞选提名程序，选举官宣布哈
莉玛自动当选，她将于14日在
总统府宣誓就职。哈莉玛由此
成为新加坡历史上首位女总
统， 也是继首任总统尤索夫·
依萨之后的第二位马来族总
统。
哈莉玛在当选演讲中说，
虽然这次选举是保留选举，但
她不是一个有保留的总统。她
将和所有国人一起“同心同
行”。
新加坡选举局11日宣布，
总统选举委员会只发出一份
合格候选人证书。这意味着报
名参选的5人中只有前国会议
长哈莉玛符合条件，本届总统
人选已提前锁定。
哈莉玛自动当选，源于此
次总统选举为保留制选举。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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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政坛多项纪录

莫斯科2万人
链接
因“诈弹”威胁被疏散
塔斯社13日援引俄安全部门
消息说， 莫斯科安全部门当天接
到超过20个匿名电话， 称莫斯科
市内的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
电影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可能藏有
炸弹。安全人员随即展开行动，疏
散了超过2万名市民。 但后经排
查，电话内容并不属实。
据俄安全部门初步调查结果
显示， 部分匿名电话是通过国际
虚拟运营商的IP电话拨打的，其
中部分电话可能来自乌克兰。

俄罗斯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

哈莉玛成为新加坡首位女总统。
新华社图

国家，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
欧亚裔是主要族群，其中华族
约占总人口74%， 马来族 占
13%，印度族占9%。新加坡总
统是象征性国家元首，但拥有
国家储备使用的监督权，并对
一些重要人事任命有否决权。
去年11月9日， 新加坡国
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改进民选
总统机制，确保少数族群有机
会当选总统。修宪后，如果连
续5届总统选举中， 某个族群
代表没有当选总统，下一届选
举只保留给这个族群竞选。
据新加坡选举局公布 的
消息，5名报名者中有3人来自
马来族。其中两人是私人企业
家，但没能满足私人企业家的
企业股东权益必须达到5亿新
元（约合24亿元人民币）这一
参选要求，因此只有担任国会
议长超过3年的哈莉玛自动符
合资格参选。
■据新华社

哈莉玛1954年8月23日
出生，现年63岁，育有5名子
女。 她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
学法律系，去年7月获新加坡
国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在新加坡全国职工总
会服务30多年后，哈莉玛踏
入政坛。经过2011年议会选
举，哈莉玛成为新加坡社会
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部
长，也是新加坡首名马来族
女 性 政 务 部 长 。2012 年 ， 哈
莉 玛 进 入 内 阁 。2013 年 ， 哈
莉玛成为新加坡国会议长，
也是新加坡历史上首名女
议长。
保留制选举在新加坡引
发一定争议。 针对部分新加
坡人对她来自体制内、 是否
能保持独立性的质疑， 哈莉
玛表示，“不应专注在过往的
从属关系， 而是看这个人能
不能独立地履行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