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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S-400上摊牌，美如何接招
分析人士：美方或将采取相对温和的制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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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在
S-400首批设备运抵安卡拉后
对土方进行了谴责，并呼吁立即
对其实施制裁。但白宫、国务院
和五角大楼却保持沉默，截至目
前没有任何表态。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
会和外交委员会领导层12日发
表联合声明称， 土耳其购买
S-400系统的行为对F-35项目
构成威胁，表明土俄在战略上靠
近，国会要求总统特朗普在《以
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框架内对
土进行制裁，并要求国防部禁止
土参与F-35项目。

近几个月来，土耳其采取措
施试图避免制裁或削弱制裁力
度、推迟制裁时间。土方首先是
争取特朗普的理解。在6月召开
的G20峰会上，土美元首举行双
边会晤讨论了S-400等议题。土
总统埃尔多安在会晤后说，特
朗普认为制裁土耳其有失公
允， 美方正在考虑制裁以外的
其他选项。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土耳其
从俄罗斯购买S-400系统已构
成美国实施制裁的条件，但目前

制裁仍存在一定变数。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文

指出， 特朗普6月与埃尔多安会
晤时曾将土耳其购买S-400系
统归咎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这
表明特朗普或许会推迟对土耳
其的制裁。

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
中东项目主任阿伦·斯坦表示，
土耳其受制裁或许不可避免，但
问题是制裁力度会有多大以及
会在何时实施。特朗普本人将成
为实施制裁的不确定因素。

土安全问题专家梅廷·居尔
灿认为，美国国会很可能在对土
制裁时间上展现出灵活性，但制
裁难以避免。 一旦制裁启动，土
美关系将倒退， 不仅会影响到
F-35项目， 还会影响到两国其
他领域合作。

美军长期使用土境内的因
吉尔利克基地并在基地内储存
核武器。专家认为，考虑到土耳
其是北约成员，同时也担心制裁
力度过大将导致土耳其收回因
吉尔利克基地使用权，美国可能
会对土实施相对温和的制裁。

■据新华社

美国纽约市13日晚大面积停
电，波及超过7万用户。

停电当天， 恰逢1977年纽约
大停电42周年。纽约市长说，停电
缘由不是人为破坏。

当地时间将近19时， 纽约曼
哈顿地区陆续停电， 波及30个街
区，包括一些知名地段，如纽约时
报广场和百老汇。

大约22时开始， 供电陆续恢
复；午夜前，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
宣布，供电完全恢复。提供纽约电
力服务的纽约爱迪生联合公司
说，7.3万居民和商户受影响。

交通信号灯熄灭， 致使车辆
拥堵，一些民众自发疏导交通；部
分地铁线路停运， 一些乘客困在
车厢里； 消防部门接到大量求助
电话， 由许多困在电梯里的民众
打来。

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传照片
和视频，显示街道、地铁和建筑笼
罩在黑暗中。在纽约时报广场，大
多数电子屏幕黑屏。

居民杰夫·奥马利从中央公
园附近一个地铁站走出。“我们被困
（在车厢里）大约75分钟，”他告诉路
透社记者，“漆黑一片。 大家不得不
用手机闪光灯照明，找出口。”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下
令州政府机构调查这一事件。科
莫说， 虽然没有收到人员因停电
受伤的报告，“发生停电完全不可
容忍”。

“这座城市不能发生这样大
规模的停电，” 科莫说，“这太危
险。”

美联社援引纽约市消防局的
消息报道，一个变压器着火，导致
这场大停电。 ■据新华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2
日表示， 他不同意美国商务
部对进口铀进行“232调查”
所得出的结论， 即进口铀对
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
决定不对铀进口作出限制。

特朗普在一份总统备忘
录中表示，“232调查”显示进
口铀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引起
了美国国内铀矿开采业的严
重关切， 有必要对整个核燃
料供应链进行更全面的分
析。他要求组建一个工作组，
就恢复和扩大国内核燃料生
产提出建议。

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数
据， 美国进口的铀绝大部分
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
斯和哈萨克斯坦。 官方数据
显示, 目前美国逾90%的商
业铀依靠进口， 而10年前这
一比例为85.8%。

总统备忘录显示，美国商
务部长罗斯在今年4月提交的
“232调查”报告中称，这一比
例上升是由于外国国有企业
“扭曲了全球价格”，加大了美
国铀矿企业的竞争难度。

基于美国两家铀矿开采
企业的申诉， 美国商务部去
年7月就铀矿石和铀产品进
口是否威胁损害美国国家安
全启动“232调查”。此项调查
遭到美国核电站以及核电消
费企业的反对， 他们担心限
制铀进口会造成价格上涨。

根据美国《1962年贸易
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商
务部有权对进口产品是否损
害美国国家安全启动调查。
美国政府曾对进口钢铝产
品、 汽车及零配件等启动
“232调查”，遭到美国国内以
及国际社会广泛反对。

■据新华社

法国总统埃玛纽埃尔·马克龙7
月13日宣布， 法国今年组建太空司
令部，今后空军将发展成“空天军”。

14日法国国庆日前夕， 马克
龙在国防部发表讲话，宣布“为确
保我们太空实力的建设和发展”，
9月将在空军内部组建太空司令
部，且空军“将在适当的时候转变
为航空和太空部队”。

法军总参谋长弗朗索瓦·勒
库安特12日告诉法国《世界报》，
法国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在太
空和网络空间领域“保持领先”。

按照他的说法， 法国继续反
对太空军事化，但将“自卫”。

马克龙说， 他先前批准国防
部制定新的太空和军事战略，太
空和网络空间是“新的对抗领

域”，法国将“增强对太空形势的
认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卫星，包
括以主动手段（保护）”。

今年 2月， 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下令美军组建太空军。
这项计划有待美国国会审议。

美国和法国同属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
一度提出“北约过时”论，认定美
方在北约承担过重义务并遭盟友
“占便宜”， 要求其他北约国家增
加军费。

特朗普的观点和政策让欧洲
盟友忧虑。 马克龙去年在法国驻
外使节会议上说， 不能只依赖美
国保障欧洲安全， 欧洲国家应承
担责任，保卫国家安全和主权。

■据新华社

记者7月14日从国防部新闻
局获悉，中国人民解放军于近日
在东南沿海等海空域组织演习。
此次演习是根据今年全军年度
计划作出的例行性安排。

岛内媒体对这一消息也进

行了跟进报道， 其中一些台媒
在报道时将此事与大陆就美国
对台军售一事的表态相关联，
称大陆此次发布消息“似有向
台湾和美国警告的意味”，“警
示意味浓厚”。 ■综合新华社

第四架装载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的俄罗斯货机7月
13日飞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土国防部前一日宣布，从俄罗
斯购买的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首批设备当天运抵安卡拉
附近的穆尔特德空军基地。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先前多次
威胁制裁的背景下，土耳其坚持从俄罗斯购买S-400系统，
恐难免遭到美国制裁。考虑到多种因素，美方
或将采取相对温和的制裁方式。

土国防部12日特地安排媒
体记者前往穆尔特德空军基地
采访报道，并于当天下午在官方
网站上公布了接收S-400的图
片和视频 。 据土媒体报道 ，
S-400交付过程预计将持续到
今年10月，一套将部署在首都安
卡拉附近，另一套将部署在土东
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

土耳其是首个购买S-400
系统的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最初
寻求购买美制“爱国者”防空导
弹系统，但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
没有能够说服国会批准这项交
易， 土耳其转而向俄罗斯采购
S-400系统。美方以S-400系统
与北约防空系统不兼容并可能
危及美制F-35型战机安全为
由，多次要求土方取消S-400订

单，改为购买美制“爱国者”，并
威胁对土方施行制裁、暂停向土
方交付F-35战机零部件并暂停
F-35项目合作。

土国防部长阿卡尔12日与
美代理国防部长埃斯珀通电话
时表示， 土方坚持继续参与
F-35战机研发项目， 并将继续
研究美方有关购买“爱国者”系
统的提议。 他还强调，S-400系
统对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完全不
构成威胁。

分析人士认为，土方对接收
S-400系统进行高调展示，凸显
其在此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在与
俄方进一步靠近的同时，土耳其
也不希望土美关系恶化，释放了
与美国进行对话与合作的信号。

土方高调展示凸显坚定立场

美方谨慎应对实施制裁看特朗普

中国人民解放军
近日在东南沿海组织例行性演习

纽约大停电 摸黑乘地铁
州长：发生停电完全不可容忍，这太危险

法国要建太空司令部
意图在太空和网络空间领域“保持领先”

特朗普决定
不限制铀进口

7月13日，在美国纽约，人们行走在停电中的时报广场附近。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