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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伊朗最近数月在中东
斗法，此前鲜有直接过招。有专家
认为，此次空袭“圣城旅”指挥官
是对伊施压的新动作。 目的就是
限制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彰显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

而多家媒体认为，美国政府
对伊朗政策面临失败。美国《政
治报》网站甚至说，伊拉克局势
发展显示，美国对伊朗“极限施
压”政策搞砸。

一方面，“施压”没有迫使伊
朗重返谈判桌。在美国单方面退
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伊朗
对经由谈判缓和伊美关系已不
抱幻想。

另一方面，“极限” 最终招致

更大反弹。美方人员伤亡、使馆遭
冲击，一系列“红线”被逾越后，美
国政府只能采取更强力手段打压
伊朗，越发失去对局势的掌控力。

不少分析师认为，苏莱马尼
遇袭身亡，意味着美国也逾越伊
朗方面“红线”，对方“不可能不
回应”， 问题只在于“何时、何
地”。 特朗普以苏莱马尼之死赌
下重注，美伊关系前景将与特朗
普外交政策捆绑更紧， 在2020
年总统选举中接受更严苛审视。

美军空袭巴格达机场或许
印证了《华尔街日报》预判。这家
美国主流媒体先前报道，美国和
伊朗势力在伊拉克乃至中东将
转入“正面交锋”。

高级将领被炸死，伊朗要向美“复仇”？
媒体预计，中东局势面临“拐点”，美国和伊朗的较量将转入直接对抗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
莱马尼1月3日在美国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发起
的一场火箭弹袭击中被“定点清除”，同时被炸死的还有伊
拉克什叶派民兵团体“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阿布·迈赫
迪·穆汉迪斯。伊朗多名高官随后警告将对美国进行报复。

专家认为，苏莱马尼是伊朗政坛重要人物，在近期伊拉
克局势不断恶化、美国和伊朗关系进一步紧张的背景下，他
遭袭身亡将给地区局势投下阴影。

国际媒体预计，苏莱马尼身亡让中东局势面临“拐点”，
美国和伊朗的较量将转入直接对抗。

有部分专家担心，如伊朗对
美国进行报复，将导致中东地区
局势进一步紧张。

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主席罗
伯特·马利说， 特朗普下令空袭
“圣城旅”实际上就是宣战，一定
会带来伊朗方面更多的报复袭
击。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中
东安全项目主任伊兰·戈登堡认
为， 接下来最有可能发生的，是
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武装
将全面与美军、美国外交官和美
国公民开战。

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美国
和伊朗将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
双方未必会公开全面冲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
院副院长丁隆认为，伊朗不会对
此次袭击事件做出过激反应，因
为在最近伊拉克发生的抗议示
威活动中，美国和伊朗都成为伊
拉克民众抗议的目标，两国都因
代理人战争承受压力。

北京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
化研究所所长吴冰冰也认为，伊
朗对此次袭击事件的反应可能
会比较克制， 因为伊朗很清楚，
一旦跟美国全面对抗必将承受
巨大压力， 而且将遭受重大损
失。而特朗普政府也不愿因对伊
朗采取全面军事行动而干扰到
总统选举。 ■据新华社

[游戏改变]����特朗普下令“先发制人”

苏莱马尼3日凌晨遇袭身
亡。消息传开后，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发布
推文， 内容是一面美国国旗，没
有文字。不久，五角大楼证实特
朗普下令展开“防御”行动，打死
苏莱马尼。

美军空袭伊拉克首都巴格
达国际机场数小时以前，美国国
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召开记者
会，提及伊朗正在策划袭击美国
在中东的目标，说“游戏改变”，
警告美方准备“先发制人”。

埃斯珀说：“我们准备以必
要方式保卫我方人员、利益和地
区伙伴。”

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
说，苏莱马尼是此前袭击在伊拉
克和地区内的美国外交官和军
方人士的幕后主使，他和“圣城
旅”造成数百名美国和国际联盟
军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美联社解读，苏莱马尼之死
预示中东局势可能出现“转折
点”， 触发伊朗及其在中东支持
的武装力量激烈报复。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
里·哈梅内伊3日誓言“严厉报复”。

美联社认为，一旦伊朗开始
报复，将引发席卷整个中东的冲
突，进而威胁驻伊拉克、叙利亚
等国美军安全。

[正面交锋]����美“极限施压”走向失控

卡西姆·苏莱马尼是
伊朗最有影响力的军方人
士之一， 分管伊斯兰革命
卫队海外行动， 常以强硬
姿态示人，是美国、以色列
等国“眼中钉”。

苏莱马尼 1957年出
生，1998年开始领导“圣城
旅”。

“圣城旅”是伊朗军方
精锐部队，涉足叙利亚、伊
拉克、也门、黎巴嫩等中东
国家， 近期在叙利亚和伊
拉克参与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苏莱马尼是伊朗军方
实力人物。伊朗最高领袖大
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
网站去年9月发布一张合
影，显示苏莱马尼与哈梅内
伊、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
桑·纳斯鲁拉并排站立。

苏莱马尼对美立场强
硬，2018年8月向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喊话，声称
“如果你挑起战争，终结战
争的将是我们”。

苏莱马尼在伊朗国内
人气很高， 他的身影近几
年经常出现在战场照片、
纪录片、甚至动画片中。一
些“粉丝”呼吁他从政。

美国政府认定“圣城
旅”是恐怖组织。西方国家
指认伊朗在叙利亚等国打
代理人战争， 苏莱马尼是
这些行动的总指挥。 伊朗
予以否认。

近些年多次传出苏莱
马尼“死讯”，涉及2006年
伊朗西北部飞机坠毁事
件，2012年叙利亚大马士
革一次爆炸袭击，2015年
11月叙利亚阿勒颇附近的
作战行动。

局势
伊朗要对美宣战还是保持克制

新闻人物

伊朗精锐部队强人
被美以视为“眼中钉”

据武汉市卫健委1月3日最新
通报，截至当日8时，共发现符合不
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44
例，其中重症11例。

通报说， 目前所有病例均在武
汉市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 除11
名重症外，患者生命体征总体稳定。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病例
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经营户。病原
鉴定（包括核酸检测和病毒分离培
养） 和病因溯源工作正在进行中，
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感染
等常见呼吸道疾病。 截至目前，初
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
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目前，已追踪到121名密切接

触者并进行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
的追踪工作仍在进行中。武汉市卫
健委在全市医疗机构开展相关病
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已完成对华
南海鲜城的环境卫生处置工作，进
一步的卫生学调查正在进行中。

2019年12月以来， 武汉市卫
健委开展呼吸道疾病及相关疾病
监测，发现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病例， 病例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
少数病人呼吸困难，胸片呈双肺浸
润性病灶。

疫情发生后，国家和湖北省卫
生健康委高度重视，派出工作组和
专家组赴武汉市，指导当地开展疫
情应对和处置工作。 ■据新华社

武汉发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44例

《经济参考报》1月3日刊发题
为《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
见 明确互联网垄断相关细则》的
报道。文章称，反垄断法出台十多
年来的首次“大修”迎来关键节点。
据市场监管总局1月2日消息，《〈反
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
布，即日起至1月31日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对于此次“大修”，市场
监管总局表示，旨在预防和制止垄
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鼓励
创新，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
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征求意见稿规定的垄断行为
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
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
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
者集中。征求意见稿提出，经营者
可以通过公平竞争、 自愿联合，依
法实施集中，扩大经营规模，提高
市场竞争能力。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的经营者， 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排除、限制竞争。禁止经营者之

间达成垄断协议，具有市场支配地
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排除、限制竞争。

征求意见稿还进一步明确了
互联网垄断相关细则。提出认定互
联网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
位应当考虑网络效应、 规模经济、
锁定效应、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
能力等因素。

与现行反垄断法相比，征求意
见稿还新增“鼓励创新”“国家强化
竞争政策”等提法，以及“国家建立
和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规范政
府行政行为，防止出台排除、限制
竞争的政策措施”“禁止经营者之
间达成垄断协议”等条款。

征求意见稿拟规定：经营者违
反本法规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
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
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
十以下的罚款；对于上一年度没有
销售额的经营者或者尚未实施所
达成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五千万
元以下的罚款。 ■据新华社

反垄断法首次“大修”
明确互联网垄断相关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