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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停电
系继电保护系统失灵所致

负责纽约市供电服务的纽约爱迪
生联合公司15日表示，13日晚纽约市
大面积停电是由变电站继电保护系统
失灵导致的。

纽约爱迪生联合公司发表声明
说，初步调查显示，曼哈顿西65街一个
变电站内的继电保护系统及其备用系
统未能正常运转，没有隔离邻近街区
发生的电缆故障。故障最终在西49街
的输电站被隔离，导致曼哈顿中城和
上西区大面积停电。

该公司说，电缆故障是事故的导
火索，而大面积停电是由于继电保护
系统失灵。公司会进一步调查事故细
节并及时公开。

此外，该公司发言人克伦德宁15
日在纽约当地的一档节目中警告说，
随着气温的升高、热浪的到来，可能会
伴有更多的停电。克伦德宁说：“当下
正值高温热浪天气，我们预计可能会
出现更多的电力服务中断。”他警告
说，如果再次发生停电，可能会持续更
长时间。

13日的纽约大停电从当地时间
下午6时47分左右开始，影响约7.2万
用户，导致“不夜城”纽约的核心地带
陷入一片黑暗，大量商铺停业，数条
地铁线路中断，部分交通信号灯失
灵。约5小时后供电全部恢复。这是纽
约市自1977年以来第一次遭遇大面
积停电。 （新华社）

正式辞去军政府权力机构领导职务

泰国总理巴育宣布
5年军人统治结束

泰国总理巴育15日正式辞去军政
府权力机构“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
会”主席职务，宣布泰国已经结束为期
5年的军人统治。

巴育当天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
话中表示，军人统治在许多领域取得
了成功，其中包括解决非法捕鱼和贩
卖人口问题，他也提及去年拯救被困
在清莱洞穴中的12名男孩和他们的足
球教练。

泰国政府宪报网站10日公布国王
哇集拉隆功批准任命新内阁各正副部
长的圣谕。圣谕说，新任总理巴育起草
了新一届内阁各正副部长名单，国王
依照宪法批准任命。据悉，巴育近期将
率领新一届内阁觐见国王宣誓就职。

泰国3月24日举行军方政变5年来
首次全国大选，选后成立的国会上下
两院议员6月5日共同投票，巴育以压
倒性优势胜出，当选新一任总理，任期
为4年。此次大选充满争议，批评者认
为，为严防前总理他信势力卷土重来，
由军方主导制定的2017年新宪法进行
了“量体裁衣”般的细节性修改。

根据泰国2017年宪法，上议院共
250席，其中50席由选举委员会指派，
其余200席由军政府组织“全国维持和
平秩序委员会”指派。下议院共500席，
由18岁以上公民在全国350个选区选
出350名议员，其余150名众议员依政
党得票比例分配。总理人选由上下议
院共750名议员共同投票选出，得票过
半数者当选。

泰国军方2014年发动政变，推翻
英拉领导的为泰党政府，陆军司令巴
育领导成立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
会，担任总理并执政至今。（新民晚报）

韩国总统文在寅韩国总统文在寅1515日要求日本方面撤销日要求日本方面撤销
对韩国的出口管制对韩国的出口管制，，警告这类举措最终会让警告这类举措最终会让
日本经济损失更多日本经济损失更多。。

日本考虑最早日本考虑最早88月出台新举措月出台新举措，，进一步限进一步限
制对韩出口制对韩出口。。共同社报道共同社报道，，日韩国内各有重要日韩国内各有重要
政治节点临近政治节点临近，，考虑国内民意考虑国内民意，，两国政府难以两国政府难以
相向而行相向而行，，对立可能长期持续对立可能长期持续。。

威胁后果

文在寅15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出席会议，
说日本4日起限制对韩国出口三种半导体工
业原材料“破坏韩日之间依据相互独立关系、
持续超过半个世纪的经济合作框架”。

他说，韩日制造业信赖关系破裂将激励
韩国企业摆脱对日本原料、零部件和设备的
依赖，拓展进口渠道、推进本土技术研发。

“我警告，”文在寅说，“最终，受损失更大
的将是日本经济。”

文在寅再次否认日方有关韩方将进口产

品秘密转运朝鲜的说法：“那是对我国政府的
严重挑衅，我们不仅切实配合国际社会（对
朝）出口管控和制裁，并且在制裁框架内尽全
力发展南北关系，推动半岛和平。”

韩联社解读，文在寅言辞强硬表明韩国
政府不打算向日本政府屈服，同时在国内争
取公众支持，以应对日方报复性举措。

韩方认定日方出口管制是为了报复韩国
法院判处日本企业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遭日方强征的韩国劳工。就这一议题，文在寅
15日暗示，对为赔偿劳工受害者而创建韩日
联合基金等选项持开放态度，“我希望日本政
府能撤销单方施压，返回（寻求）外交解决方
案的舞台”。

担忧后招

多名分析师认定，日方现有举措对韩国
制造企业的影响不会立即显现。韩国媒体报
道，韩国企业现有库存可以支撑3至4个月；韩
方担忧日方扩大出口管控，波及其他行业。

韩国外交部多名官员上周访问美国，讨

论进口日本产品受限一事。一名不愿公开姓
名的韩国外交部官员15日告诉韩联社记者，
韩方官员担忧日方追加报复举措，向美方提
及三个可能的时间点，分别是本月18日、21
日、24日。

日方6月19日向韩方提议，组建全部由第
三国成员组成的仲裁委员会，以解决遭强征
韩国劳工向日企索赔触发的争端，18日是日
方给出的最后期限；21日日本参议院选举；日
方打算24日以前就是否将韩国排除在“白色
清单”以外截止意见征集。

日本将它认定没有扩散武器风险的国家
列入“白色清单”，现有27个。日企向它们出口
产品可简化手续，被视为一种优待。韩国2004
年加入这一清单。按照日方的说法，限制向韩
国出口三种半导体原材料只是解除部分对韩
优待。日本政府考虑最早8月中旬将韩国从

“白色清单”中删除。
韩联社报道，一旦日方将韩方踢出，超过

850种商品对韩出口将受到管制，相关日企每
次向韩方出口以前必须向政府申请。那名外交

官告诉韩联社记者：“让我们感到压力的是，那
三个重要节点前后，日方可能有新的挑衅。”

外援难办

韩国外交部官员上周访美期间与白宫和
国务院官员以及美国学者对话。按照那名韩
国外交部官员的说法，美方认同局势不应继
续恶化，韩日经济争端不应影响三国安全合
作，美方说“将重新审视局势，看看能否扮演
适当角色”。

那名官员说：“不过，美方官员说，韩国和
日本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难以选择站在任
何一边。”

日韩政府代表12日在日本首都东京举行
工作级对话，没有就消除双方摩擦取得进展。
会议气氛紧张，双方会后就会议性质等事宜
各执一词。

在共同社记者看来，日本即将迎来参议院
选举，韩国8月15日将迎来纪念摆脱日本殖民统
治的“光复节”。考虑本国民意，两国政府短期内
难以“走近”，长期对立恐怕难以避免。（新华社）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四名民主党
籍少数族裔国会女议员出言不逊，15日招致
国会民主党人乃至部分共和党人批评。国会
众议院民主党人打算本周表决一份决议，

“强烈谴责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

特朗普“炮轰”四名女议员

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发布多条
文字，声称四名民主党籍议员如果不喜欢
美国，就应该回到她们“完全破败、犯罪猖
獗”的来源国。

特朗普未点出四名议员的姓名，但依
照媒体报道，四人分别是纽约州联邦众议
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明
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马萨
诸塞州联邦众议员阿亚娜·普雷斯利和密
歇根州联邦众议员拉茜达·塔利布。

四人全部是处于第一届任期的少数族
裔女议员，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多持批评态
度。她们中三人在美国出生，另一人1992年
以索马里难民身份进入美国。

特朗普15日在一场主推“美国制造”产
品的活动中再次“炮轰”四名女议员。“她们
所做的一切就是抱怨，”特朗普告诉媒体记
者，“这些是憎恨我们国家的人，如果你们
在这里不开心，你们可以离开。”

“特朗普的做法意图‘制造分裂’”

四名女议员当天晚些时候在国会山
举行记者会，予以“回击”。她们说，特朗

普的做法意图“制造分裂，转移公众对他
在移民、医疗和税收领域失败政策的注
意力”。

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
西说，众议院民主党人将表决一份决议，谴
责特朗普的言论。美联社报道，这份全长4
页的决议批评特朗普在“推特”所发文字助
长人们对“新美国人和有色人种的恐惧和
仇恨”。

众议院民主党二号人物斯滕尼·霍耶
告诉媒体记者，这份决议最快16日提交众
议院讨论。

路透社解读，这样一份决议恐怕会
把国会共和党人置于“尴尬境地”，迫使
他们要么投票赞成、要么选择捍卫特朗
普的言论。

分析：着眼于巩固自身选举基本盘

一些国会共和党人15日把批评矛头对
准特朗普。

共和党籍参议员米特·罗姆尼说，特朗
普的言论“具有破坏性和贬低性，不利于团
结，坦白说，非常错误”。

另一名共和党籍参议员莉萨·穆尔科斯基
说，特朗普的言论让人无法接受，必须停止。

共和党籍非洲裔参议员蒂姆·斯科特
认为，特朗普使用“个人攻击和种族冒犯的
语言，让人无法接受”。

政治分析师说，特朗普的言论一方面
着眼于巩固自身选举基本盘；另一方面意
图在政治对手中间挑起种族紧张和分裂，
变相给对方“贴标签”。

戴维·阿克塞尔罗德曾为贝拉克·奥
巴马两次竞选总统充任首席策略师。他认
为，特朗普故意用种族主义言论提升攻击
对象的知名度，意在迫使民主党出面维护
这些人并使后者成为整个民主党的“标志
性人物”。

“这是一个冷酷、强硬的策略，”阿克
塞 尔 罗 德 说 ，“ 系 好 你 的 安 全 带 ，随 着
（2020年总统）选举临近，情况只会越来
越糟。” （新华社 图据国际在线）

言语攻击民主党女议员
特朗普惹众怒

同步同步
播报播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资料图片

土耳其明年4月
全面部署S-400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
多安15日说，从俄罗斯购买的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定于2020年4月全面
部署。

S-400系统的部分组件过去4天
已运抵土耳其。土耳其政府15日在伊
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庆祝挫败未
遂政变三周年，埃尔多安发表讲话，说
S-400系统部件由8架俄罗斯军机运
至土耳其，后续将有更多部件送达。

埃尔多安说，S-400“将在2020年
4月以前安装到位”，土耳其“下一步打
算与俄罗斯联合生产”导弹防御系统。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土耳其在
2016年7月发生未遂政变后与西方国
家关系恶化；埃尔多安与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日益走近，让美国及
其盟友担忧。

路透社报道，美国警告土耳其可
能因购买S-400而面临制裁。美方官
员说，土耳其同时可能被踢出F-35型
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既无法继续生
产F-35零部件，也不能接收先前订购
的F-35战机。

埃尔多安14日说，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有权豁免土耳其可能因美
国法律而遭受的制裁，土美双方应在
争端中找到“中间立场”。 （新华社）

分析认为，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美
国政府需用一个高调的方式来显示其正在
扭转局势。上周，特朗普在与民主党的人口
普查问卷纠纷中“落败”，他有意借此次出台
新规在移民问题上快速扳回一城。

对于移民新规，美国民权联盟移民权利
项目副主任李·勒伦特在一份声明中说，特
朗普政府正试图单方面撤回美国对难民的
法律和道义承诺，这一新规显然不合法。

美国移民法律专家诺兰·拉帕波特认
为，取消相关避难申请资格无法阻止南部边
境的非法入境行为，因为相关机构仍然要受

理美墨边境移民的避难申请，以判定其是否
属于规定中指出的“有限的例外情况”。

移民问题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
中取得成功的重要抓手，为他赚得大量保
守派和中间派选民选票。争取连任的特朗
普，近期在移民问题上动作不断，在遏制
非法移民问题上立场强硬，打“移民牌”，
意在稳固保守派选民阵营。这些举措是否
受制于美国法律是各界关注焦点。但可预
见的是，在明年美国总统选举前，特朗普
和民主党对手在移民问题上的“斗法”将不
止这一招。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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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有意借此次出台新规 在移民问题上快速扳回一城

文在寅警告日本
对韩国出口管制将“自损”

这 意 味 着 绝 大 多 数 中 美 洲 移 民 将 失 去 在 该 处 申 请 避 难 的 资 格

无形
的墙

美国政府16日起实施限制移民入境新规定，认定除“例外情况”，经由其他国家抵
达美国的移民不再有申请在美避难资格。

美国媒体解读，政策针对从墨西哥涌入美国南部边境的大量移民。墨西哥外交部长马
塞洛·埃布拉德15日说，美国不能凭借单方面发布的新规把墨西哥变成“安全第三国”。

新规16日在《联邦政府纪事》刊布并生
效。美国政府希望借由这一举措设置“新障
碍”，遏制移民入境。

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15日发表联合
声明，宣布除“有限的例外情况”，抵达美国边境
的移民不能申请在美避难，即便是单独入境的
未成年人。“例外情况”包括人口走私受害者和
避难申请遭其他国家拒绝者。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对美方
最新做法表达关切。

美联社报道，上述规定势必招致诉讼。

依据美国法律，他国公民一旦入境，可申请
在美避难，但经由“安全”国家入境者例外。

《移民和国籍法》对“安全”国家定义模糊，以
“有双边或多边协议”为依据。

现阶段，与美国签署“安全第三国”协议
的国家仅加拿大。美国试图说服墨西哥和危
地马拉签署“安全第三国”协议，均遭拒绝。

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
发表声明，指认特朗普政府逾越权限，“背离
（美国）数十年来的先例和法律”。美国民权联
盟谴责特朗普政府上述政策，誓言发起诉讼。

除“有限的例外情况”,抵达美国边境的移民不能申请在美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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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反应强硬：美国不予接收的移民须回到各自国家

分析认为，美国最新举措可能把移民压
力转移给墨西哥和危地马拉。

墨西哥政府在美国加征关税威胁之下，
对美国移民政策较为配合，但15日反应强
硬，认定美国不予接收的移民须回到各自国
家，而非墨西哥。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
说，美国不能以单方面发布遏制移民新规方
式把墨西哥变成“安全第三国”。

特朗普政府今年1月起依据“移民保护协
议”把经由美墨边界入境、申请避难的非墨西
哥籍非法移民移送墨西哥，让他们在墨西哥
等候美方审批，迄今向墨西哥移送大约2万人。

涌入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多数来自中

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
他们从危地马拉入境墨西哥，而后北上进入
美国。如果墨西哥或危地马拉与美国签署

“安全第三国”协议，依据相应规定，申请避
难者须在抵达的首个安全国家提出申请。

危地马拉宪法法院14日发布禁令，阻止
总统吉米·莫拉莱斯与美国签署“安全第三
国”协议。莫拉莱斯当天推迟与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原定15日在白宫的会晤。

美联社报道，美国移民法院迄今积压超过80
万份避难申请。2009财政年度，美国接收35811份
避难申请，批准8384份；到2018财年，避难申
请数暴增至162060份，美方仅批准13168份。

美墨边境
再添一堵

美国宣布取消美墨边境第三国移民避难申请资格

6月25日，在墨西哥恰帕斯州，一名非法移民抱着女儿准备搭乘货运火车北上前往美墨边境地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