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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2 日
表示，中方对叙利亚局势紧张升级
的可能性感到担忧，呼吁有关方面
保持冷静克制，使紧张局势尽快缓
和下来。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俄罗斯官员称，俄军方将
在叙利亚杜马镇部署军力。如果美对
叙利亚发动打击，其导弹和实施打击
的来源都将被击落。对此美方称，美
军随时准备按照总统决定适当提供
军事选项。有关方面因叙疑似化武袭
击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断提高。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几天前，王毅国务委员
兼外长会见来华访问的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时，就当前叙利亚紧张局
势深入交换了意见。这两天，中方一
直就叙利亚局势的最新变化同包括
美国、俄罗斯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其
他成员以及地区国家保持接触。

“中方对叙利亚局势紧张升级的
可能性感到担忧。我们一贯坚持和
平解决争端，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
中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一贯
主张按照联合国宪章行事。据中方
了解，禁化武组织即将派专家赴叙
利亚实地调查。我们呼吁有关方面保
持冷静克制，使紧张局势尽快缓和下
来。”耿爽说。 （新华社）

近段时间，叙利亚巴沙尔政府逐渐掌握
叙冲突主动权。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不愿看到
巴沙尔政府扩大战果、稳固位置，因而在化武
事件真相未明之时，放出动武狠话，以期达到
遏制伊朗、打压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等多重
目的。

从美国国内政治看，特朗普政府眼下面临
执政团队人员不整、“通俄”调查步步紧逼之
困，加之今年国会面临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

需要利用海外行动转移国内压力。
反观俄罗斯，围绕化武疑云，俄一边同西

方国家外交斗法，一边也做好了应对西方对叙
动武的准备。

但西方一旦“出招”，不仅行动效果难料，还
可能加剧叙局势动荡。在美俄交恶、关系改善无
望的当下，控制烈度、避免“对撞”符合双方利益。

目前叙战场格局已基本稳固，美国无力也
无意根本改变叙力量对比，如果对叙动武，其

目的无外乎为了体现自身存在，不甘心丢掉叙
战后政治版图主导权和利益蛋糕分配。

美国及其盟友若以化武为名开展军事行
动，不但难让世人心服，也将让叙利亚问题的解
决愈加复杂困难，其政治和安全后果难以估量。

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民众饱受磨难，美
国和西方国家难辞其咎。妄图通过军事手段解
决叙利亚问题没有出路，当前形势更加凸显政
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出席第二场听证会 遭遇更棘手问题

扎克伯格承认脸书
也收集非注册用户的信息

战云笼罩叙利亚
美俄斗嘴又斗法

同步播报

围绕叙利亚杜马化武袭击疑云，各方角力趋于白热化。11日，继拉拢英法盟友酝酿
对叙采取联合行动之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喊话俄罗斯，扬言即将对叙“动手”，但
白宫很快澄清，美英法联合军事行动尚未最终确定。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临时召集内阁
成员12日商讨叙利亚局势，显示有意主导联合行动。而俄罗斯则一边同美隔空斗嘴，一
边加紧相关军事部署。

鉴于围绕叙利亚化武疑云的单边军事行动风险加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2日将应
玻利维亚要求紧急磋商。据央视最新消息，特朗普昨晚又“推文”表示，从没说过什么时
间要打击叙利亚，军事打击叙利亚可能很快，也可能在很久以后。

分析人士认为，出于叙利亚局势和各自战略利益考量，西方对叙军事行动可能性上
升，但也不排除“雷声大雨点小”。对美俄而言，控制烈度、避免在叙“对撞”符合双方利益。

中国外交部：
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冷静克制

叙利亚外交部 11 日发表
声明，批评美国威胁对叙发
动军事打击是鲁莽、令局势
升级的行径，指出没有证据
支撑的“化学武器袭击”是美
国采取行动的“毫无说服力
的借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
日发表声明，敦促安理会采取行
动，避免叙利亚局势失控。古特
雷斯说，他11日分别给安理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驻联合国代
表打电话，重申对当前局势的担
忧，强调必须避免局势失控。

东古塔地区是叙利亚反政
府武装在叙首都大马士革周边
的最后据点。叙反政府武装先
前多次指责政府军在这一地区
使用化学武器，均遭叙政府方
面否认。

（新华社、新华国际、央视）

叙利亚局势升级背景链接背景链接

连续两天累计 9 个小时，面对
近 100 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的“密
集质询”，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
克伯格的国会“首秀”结束。

10日，出席第一场听证会时，扎
克伯格与44名参议员鏖战5个小时，
回答了关于数据丑闻、关于垄断、关
于监听用户等多个问题。在听证会
中，他表示愿参与制定他认为对行业
发展“必要且正确”的监管法规，以保
护用户数据安全，但并未就社交媒体
运营模式如何改进等问题作出实质
承诺。11日在众议院作证时，他又说
脸书将按照欧盟标准规范数据管理。

11日，扎克伯格出席了第二场
盘问，即众议院听证会。听证会中，
扎克伯格告诉众议员，自己的个人数
据也包括在被剑桥分析所利用的
8700万用户中。此外，他还承认脸书
公司也收集没有注册脸书的用户的
信息。

再遭质询
扎克伯格自曝：
“我的个人数据也遭泄露”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报道称，在第二场听证会上，扎克伯
格在五个小时内面对的是相比于第
一场“更为棘手”的问题，很多问题
围绕着公司数据收集行为，以及需
要新的立法监管的问题。

相比于第一场听证会的“接连
道歉”。扎克伯格第二场的听证会
显得有些“犹豫”，在一些“是或否”
的问题上，回答得模棱两可，甚至
有些令人失望。

有议员提问脸书是否将会改
变其默认的模式来最小化地进行
数据收集行为。扎克伯格回答说，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一个问题
内很难解释清楚。提问者对于扎克
伯格的回答感到“失望”。

有众议员提问，即便离开平
台，脸书是否也在收集用户的信
息。扎克伯格回应称，美国人每天
平均使用8 款应用来和朋友沟通，
其中的大部分都是脸书的产品

……言下之意并不是脸书要主动
追求收集用户信息，而是美国人民
根本离不开脸书的产品。

之后众议员本·雷·卢扬再次提
问这个话题：“你在脸书平台之外也
在收集用户数据，我们走到哪里，你
监视到哪里。很多美国人还不了解
这一点。”卢扬还高声痛斥：“你连不
用脸书的人的信息都收集！”

扎克伯格不得不表示：“出于
安全相关的考虑，我们会收集没注
册脸书的用户的信息。”

卢扬依旧不依不饶，称脸书等
平台被当做武器已对美国民主造
成不可估量的伤害，这是非常危险
的。卢扬说：“你认为你运作平台有
道德标准吗？你们是否就剑桥分析
事件通知了用户？”

扎克伯格回答：我们将对所有
能够获取数据的应用进行审查。此
外，他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自曝，自己的
个人数据也遭到泄露。

问题重复
事先密集培训备有“小抄”
参议员提问暴露“无知”

据报道，11日进行的第二次的
听证会中，一些问题仍旧重复着现
有的话题进行着。

扎克伯格还被问到了一些奇
葩问题。一位众议员表示，他的照
片被人偷盗去注册假账号，而这个
假账号又被用来勒索他人……扎
克伯格表示：你说的只是巧合。

面对这些问题，扎克伯格显然
回答得“游刃有余”。报道称，由于
事先接受过密集培训，扎克伯格在
上一场听证会全程显现“有备而
来”，“从容而去”。美联社摄影记者
镜头捕捉到听证会间歇扎克伯格
离席时留在台上的提词“笔记”。扎
克伯格基本按照“笔记”提示发言，
没有遇到“超纲”提问。

报道称，在上一场听证会中，共44
名参议员轮流提问，每人分得5分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一议程
使议员们难以深入探讨某个问题，同
时使扎克伯格有机会回避深入作答。

经历第一天“考验”，按CNN的
说法，扎克伯格“毫发无损”。英国广播
公司报道，以“提前预备好的回应”，扎
克伯格“扛过”国会第一天盘问。

美国媒体注意到，不少参议员
提问暴露他们对社交媒体运营方
式的“无知”。据CNN报道称，扎克
伯格听证会的第一天清楚表明的
一点是，在 21 世纪的技术领域，许
多美国议员都是“文盲”。报道称，
多数情况下，国会议员似乎只在追
问扎克伯格，脸书是如何运作的。
好几个问题甚至暴露出，他们连脸
书平台最基本的知识与商业模式，
都搞不清楚。

有议员提问，“用户没有为你
们的服务付费，你们的商业模式如
何维持？”“我们有广告。”扎克伯格
简单回答。

少数议员的提问较有“杀伤
力”。来自脸书总部所在地加利福尼
亚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卡玛
拉·哈里斯追问扎克伯格，2015年发
现剑桥分析公司不当获取大量用户
数据后，脸书为何没及时公开此事？
脸书高层内部是否讨论过此事并决
定不告知用户？扎克伯格回答：“我
不清楚是否有过这类讨论。”

（新华社、法制晚报）

11日，美国华盛顿，脸书首席执
行官扎克伯格出席众议院听证会

3月24日，在叙利亚阿夫林，一辆
土耳其坦克在城区驶过 新华社发

2017年4月7日，美国海军舰船在地中海发射一枚战斧式导弹 新华社发

日本明年开征“出境税”

日本国会参议院 11 日表决通过
《国际观光旅客税》法案，向每名离境
者征收1000日元（约合59元人民币）

“出境税”。这项法律将从2019年1月
7 日起正式生效，适用场合是所有年
满2 岁者搭乘飞机或乘船离开日本，
无论是外国人还是日本人，以计入机
票价格等形式征收。空乘人员和入境
不满24小时的中转旅客无需缴纳。

这是日本自 1992 年开征“地价
税”以来首次新设永久性国税。

开征“出境税”后，日本预计每年将
新增430亿日元（约合25亿元人民币）
税收。日本政府说，这笔资金将用于简
化出入境手续、改善和提高日本的旅游
环境和服务水平。日本共产党和民进党
等在野党反对这项新法。他们担忧，缺
乏指标衡量这一新税种所产生的效果，
资金可能遭浪费。一些日本民众对政府
征收“出境税”感到不满。 （新华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原定出访拉美行程
后，11日发“推文”警告俄罗斯：“俄罗斯誓言击
落全部射向叙利亚的导弹。请俄罗斯做好准备，
因为它们将要来了，（导弹）又好又新又智能！”

然而，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晚些时候
澄清，特朗普发“推文”时，如何应对疑似化武
袭击尚未确定。特朗普9日警告，美方有很多军
事选项，将在24至48小时内决定如何回应。眼
下48小时期限已过。

桑德斯 11 日重申，特朗普手头有不少选
项，“所有选项仍在讨论中”，导弹打击并非唯
一选择，“也不是唯一一件总统可能做或可能

不做的事”。
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向媒体暗示，华

盛顿及盟友已经决定对叙采取军事行动，只是
在商讨更多行动细节。西方对叙军事打击似乎
已经“箭在弦上”。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我们
不搞“推特外交”，坚信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加剧
动荡局势的行为。俄军方一名发言人斥责所谓

“化武袭击”是叙反政府武装在“演戏”。
美俄一边“舌战”，一边加紧军事部署。美

国海军10日说，“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
击群11日起将前往中东和欧洲地区。预计美军

在中东的相关部署将在5月初到位。
俄罗斯军方11日说，俄军正密切关注叙利

亚局势进展，注意到美国海军打击力量前往海
湾的动向。俄罗斯此前警告，如果美国空袭叙利
亚，俄方将以“报复举措”回应危及俄驻叙军事
人员生命安全的导弹和发射源头。俄卫星通讯
社报道，卫星图像显示，在叙塔尔图斯海军基地
的大部分俄军舰已离开港口，部署到海上。

对于美方意图，叙利亚总统政治和新闻顾
问布赛纳·沙班11日说，美国意在通过施压获
取更多利益。叙利亚及其盟友正在就此协商，
不会“任由事态按美国想要的方式发展”。

美俄一边“舌战” 一边加紧军事部署

新闻透视 美国放狠话 一石三鸟

朴槿惠如何缴纳
180亿韩元罚款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
一审判决结束后，如何缴纳180亿韩元
（约合1.06亿元人民币）罚款引发外界
关注。韩国媒体报道，朴槿惠的财产远
不够罚款，可能将以劳教形式抵消罚
款。朴槿惠上诉的截止日期为13日，预
计她将在这一日期前提出上诉。检方
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满，11日提出上诉。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6 日一审裁
定，朴槿惠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胁迫
企业、泄露公务机密等 16 项罪名成
立，对她处以24年监禁、罚款180亿韩
元（1.06亿元人民币）。

不过，朴槿惠的财产据估算大约
70亿韩元（4114万元人民币），远不及
罚款数额。去年，她以 67.5 亿韩元
（3967 万元人民币）价格售出位于首
尔江南区三成洞的老宅。朴槿惠售出
老宅后，转而以 28 亿韩元（1646 万元
人民币）价格在首尔内谷洞购置新宅。
朴槿惠另有大约58亿韩元（3410万元
人民币）存款，已被冻结。

按韩国媒体的说法，朴槿惠主动
缴清罚款的可能性不大。按法院判决，
如果朴槿惠拒绝缴纳罚款，必须接受
三年劳教，即以打扫卫生、生产工业制
品等劳役代替缴纳罚款。

朴槿惠的代理律师金汉圭（音译）
说，朴槿惠不会接受劳教。她把针对自己
的调查和判决视为“政治报复”，如果接
受劳教，等于是服从一审判决。（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