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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时讯

寰宇纵览·广而告之
HUANYUZONGLAN·GUANGERGAOZHI

不做敌人做“友邻”？

克里在升旗仪式致辞时多次强调，
“两国是邻居，而非敌人或对手”。然而，
美国却是与美古这两个邻居交恶的始
作俑者。

1961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
豪威尔宣布美国与古巴断交。次年，美
国开始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试图拖垮
古巴革命政权。

在长达半个世纪多的封锁下，古巴
政府坚持不屈，逐渐成为拉美左翼国家
的反美领头羊；美国则因制裁古巴大失
人心，在拉美陷入孤立境地。美国总统
奥巴马也承认，50多年来，封锁古巴的
政策没有达到目的，却起到了反作用。

2014 年 12 月 17 日，古巴国务委员
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
与奥巴马共同宣布，将就恢复两国外交
关系展开磋商。两国于2015年7月20日
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克里访古大打“友
邻”牌，折射出美国粗暴干涉古巴政策
的失败，如今只能根据现实与古巴发展
关系。

“馅饼”还是陷阱？

“握手”容易，“相处”却难，因为美
国从未放弃改变古巴现政权的企图。克

里此番到访古巴，仍是一副“民主”“人
权”“使者”的做派，显然来者不善。

在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联合举
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克里呼吁古巴进行

“民主变革”。他说，“我们仍然相信，古
巴人民将生活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中。他们可以自由选择领导人、表达观
点。”

由于古巴政府强烈反对，克里没有
邀请古巴“异见人士”参加升旗仪式，但
仍在仪式后专门会见了他们。

奥巴马7月1日的讲话更加明确地
透出美国的意图：“古巴不可能一夜之
间就发生改变。但是我相信，美国通过
大使馆、经贸往来、特别是美国人民来
增强在古巴的存在，这是维护美国利
益、并继续推动民主和人权的最佳方
式。”

古巴外交部美国局局长何塞菲娜·
维达尔表示，虽然美国政府称其不再把

“改变政权”作为对古政策的目标，但其
实际行动却表明并非如此。

有邻如此，前路难平

古巴上下对北方邻居有着清醒认
识。本月13日，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
卡斯特罗在其89岁生日之际发表文章，
重申美国应向古巴赔偿因经济封锁造
成的损失。

古巴前美洲事务局官员阿尔祖盖雷指
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要求很明
确，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美国却
试图超出规定的范围。

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多次强
调古美恢复外交关系的“有限”意义，指
出这只是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第一阶
段。劳尔说，两国关系正常化前，美国必
须解除对古巴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
运，归还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停止一切

颠覆行为，并赔偿古巴人民的经济损
失。

克里14日在哈瓦那明确表示，关塔
那摩问题将不在讨论议题之内。他还
称，美国无意改变对古移民政策。这意
味着所有踏上美国土地的古巴人都可
以留在美国并申请移民。

对古巴而言，不仅要继续抗争美国
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还要直面美
国更具迷惑性和技巧性的干涉与渗透。

克里访问古巴克里访问古巴 来者不善

□ 新华社记者 王进业 毛鹏飞 刘彬

美国国务卿克里14日对古巴进行了“旋风式”访

问，这是自1945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古。在他主

持下，星条旗再次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正式升起。

从克里在哈瓦那的言行和古巴各界的反应来看，

古巴对美国不加掩饰的“变革”企图保持高度警惕，古

美关系全面正常化恐将面对“漫长而艰难的斗争”。

8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出席升旗
仪式。 新华社记者 刘彬 摄

8月15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州阿拉比诺军事基地举行
的“2015国际军事比赛”总决赛中，中国军队代表队的96A
坦克快速通过防坦克壕。

当地时间15日，“2015国际军事比赛”在莫斯科郊外的
阿拉比诺军事基地闭幕，俄罗斯军队包揽全部12个项目冠
军，中国军队获得10项第二名，并收获了3个单项冠军。

新华社发（吴苏琳 摄）

“2015国际军事比赛”：
俄罗斯包揽全部项目团体冠军
中国获10项团体亚军

新华社华盛顿电（记者 江宇
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高级
官员 14 日表示，虽然近期人民币
汇率有所下跌，但人民币在过去一
年里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当前
人民币币值未被低估。

今年来，IMF官员已在多个场
合表示，人民币汇率已不再被低
估。IMF亚太部副主任、中国项目
部主任马克斯·罗德劳尔14日说，
过去几天人民币汇率下跌尚不会
改变 IMF 对“人民币币值不再被
低估”的判断。

在当天中国“第四条款磋商”
报告电话会议上，罗德劳尔说，目
前人民币中间价报价参考上日外
汇市场收盘汇率，与市场的关联比
之前更加紧密。中国央行的这一改
革举措有助于中国在未来几年迈
向更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

罗德劳尔认为，随着中国开放
资本账户、融入全球金融市场，汇
率以外的宏观经济工具并不足以
应对伴随而来的跨国资本流动问
题，因此对于中国来说采取更加灵
活的浮动汇率制度变得越来越重
要。

罗德劳尔认为，完善中间价
报价仅是迈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
度的第一步。未来，中国有可能会
进一步放宽人民币汇率交易区
间。

11 日，中国央行宣布调整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要求外
汇市场做市商参考上日外汇市场
收盘汇率、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其他
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来提供每日中
间价报价。此后，人民币对美元中
间价连续两天大幅贬值逾千点，13
日继续下跌700多个基点。

IMF重申人民币币值未被低估

新华社荷兰乌德勒支电（记
者 刘芳）中国驻荷兰大使兼常驻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陈旭 15
日表示，中方对日本在华遗留化
学武器销毁工作进度明显滞后表
示严重关切和不满，敦促日方加
大投入，加快进度，还中国人民一
片净土。

陈旭当天在荷兰中部城市乌
德勒支出席荷兰侨界纪念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暨华侨
抗日战争图片展时向在场人士介
绍了日遗化武销毁工作进展情
况。

陈旭说，中国政府一直要求
日本政府根据国际公约和两国
政府备忘录，尽快销毁日本在华
遗弃化学武器，遗憾的是，截至

今年 5 月底，安全回收的日遗化
武仅 5 万余枚，其中销毁 3.8 万
多枚。

陈旭说，时至今日，日遗化武
依然威胁着中国人民生命、财产
和生态安全。日方未能在《禁止化
学武器公约》规定时限内完成销
毁，进度一再滞后于双方达成的、
禁化武组织通过的销毁计划。中
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不满，敦
促日方严格遵照《禁止化学武器
公约》和中日两国政府有关备忘
录，尽快销毁中国境内的日遗化
武。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
为侵略扩张需要，大量开发研制
化学武器，并用于侵华战争。日
本投降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

行，将海量化学武器就近掩埋或
遗弃。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各地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陆
续发现被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
武器，迄今伤人事件不断发生，
有关地区生态环境长时间遭受
污染。

根据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
学武器公约》，日本必须对销毁其
遗弃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化武负全
部责任。根据公约，日本必须在公
约生效后 10 年内完成销毁化武
工作，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 15
年。然而，受销毁费用、技术、化武
数量以及投入因素等制约，日本
销毁在华遗留化武进度严重滞
后，未能按照公约规定于2012年
4月29日之前完成销毁。

中国大使说
日本在华遗留化武销毁进度明显滞后

8月14日，在厄瓜多尔皮钦查省马查奇，科托
帕希火山喷发冒出滚滚烟尘。

科托帕希火山当日喷发出5公里高的火山灰
柱，当地政府已经提高火山灾害预警级别。科托帕
希火山距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南部约70公里，海拔
5897米，是一座锥状火山。

新华社发（圣地亚哥·阿马斯 摄）

厄瓜多尔科托帕希火山喷发

新华社布鲁塞尔电（记者 梁
淋淋）欧元区19国财长14日晚在
布鲁塞尔批准了希腊第三轮救助
协议，从而为希腊获得约860亿欧
元（约合 950 亿美元）救助贷款铺
平了道路。

当天下午，欧元区就希腊债务
问题举行特别财长会。根据欧元集
团会后发表的声明，新贷款为期三
年，分批发放。首期资金 260 亿欧
元，用于希腊银行重组、偿还欧洲
央行贷款等。

根据新救助协议，2015 年年
底前，希腊需通过私有化成立一个
总额为500亿欧元的独立基金，由
相关欧盟机构实施监管。独立基金
中的一半用于银行重组，四分之一
用于降低债务占 GDP 的比重，剩
余四分之一用于投资希腊经济。

此外，希腊还需进一步深化养
老金、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公共部
门等方面改革。各方面改革按时间
表通过评估后，希腊才能顺利获得
下批次救助款项。

欧元区批准希腊第三轮救助协议

新华社联合国电（记者 倪红
梅 孔晓涵）联合国安理会14日呼
吁几内亚比绍领导人通过对话解
决当前危机。

安理会当天听取了联合国助
理秘书长泽里洪对几内亚比绍最
新情况的通报，随后发表媒体声
明。声明说，安理会呼吁几内亚比
绍领导人以符合人民利益的方式，

通过对话寻求共识以解决危机。安
理会希望各方保持平静，呼吁安全
部队、民间团体和政治领导人继续
采取和平方式，敦促军方不要干涉
政治局势。

安理会同时欢迎联合国、西非
经济共同体等参与调解，强调相关
地区组织应采取一致行动。

安理会呼吁几内亚比绍领导人
对话解决危机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电（记
者 朱玉书）据塔斯社 15 日报道，
俄罗斯一架米－8 直升机当天在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鄂霍次克海
海域坠毁，机上11人获救、5人失
踪。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紧急情
况局发言人证实，这架直升机属于

“东方”航空公司，从波林娜·奥西
片科村飞往尚塔尔群岛，在离目的
地约 3 公里处坠毁。机上共有 16
人，其中包括3名机组人员。

俄罗斯航空管理部门说，由于
事发海域出现大雾，救援人员无法
乘飞机抵达现场，现在只能和相关
机构联系船只进行救援。

俄罗斯一直升机坠毁5人失踪

新华社罗马电（记者 罗娜）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 15 日说，一艘
偷渡难民船当天在地中海发生事
故，船上 319 人获救、40 余人遇
难。

据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报道，这
艘载满难民的偷渡渔船从利比亚
出发，离岸不久后，处于船底的部
分难民就因吸入轮船燃油废气而
窒息死亡。

意海军指挥官马西莫·托西意
说，搜救人员在浸有海水的渔船货
舱发现了遇难者的遗体。获救难民
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他表示，在偷
渡过程中，通常是交纳费用比较多
的人才可以选择船上通风良好的
位置。

意海岸警卫队表示，救援行动
目前仍在持续，尚无法确认具体死
亡人数。

意大利在地中海
救起319名偷渡难民

新华社华盛顿电（记者 陆佳
飞）美国联邦航空局15日说，由于
弗吉尼亚州一个空中交通管制中
心发生“电脑技术故障”，当天美国
东北部各机场航班大范围延误，受
影响的航班主要包括飞往首都华
盛顿以及要途经华盛顿的各航班。

联邦航空局一名发言人当天
告诉记者说，该局目前正在调查位
于弗吉尼亚州利斯堡一个空管中

心发生的电脑技术故障，并表示这
一故障不是由事故或网络系统遭
到攻击造成。

当天，美国东北部包括华盛
顿、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在内的
主要城市各大机场航班纷纷不同
程度遭遇延误，美国航空公司在一
份声明中表示这次事件已影响到
该航空公司当天在东海岸的全部
航班。

空管中心技术故障
致美国东北部航班大范围延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