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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7 日电(记者刘晨、刘
品然)美国白宫 17 日宣布，鉴于土耳其已从俄
罗斯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土耳其将“不
可能”继续参与美 F-35 战机项目。

美国将土耳其踢出 F-35 战机项目，对美
土关系造成打击。预计美国近期可能会宣布
对土耳其的经济制裁措施。但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考量制裁力度时可能会慎之又慎，毕竟
美国不希望放任土耳其继续投向俄罗斯的怀
抱。

微妙表态

白宫 17 日发表声明说，土耳其的做法损
害了北约盟国关于“远离俄罗斯系统”的承诺，
也将给土耳其与其他北约盟国间的协同性带
来负面影响。美国防部副部长埃伦·洛德说，美

方将令土耳其逐步有序地脱离 F-35 项目，
全过程预计将持续到 2020 年 3 月。此前有
10 家土耳其公司负责生产超过 900 个 F-
35 零部件，美国随后会逐步寻找替代生产
商。

与此同时，白宫在声明中强调，美国依然
十分重视与土耳其的战略关系，并将继续同
土耳其展开广泛合作。

白宫与国防部当天依然未就因购买 S-
400 系统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一事表态。而美
国国会民主与共和两党议员此前曾发表联
合声明，呼吁特朗普政府制裁土耳其，显示
出在此问题上的跨党派共识。

针对白宫的声明，土耳其外交部表示，
土耳其因购买俄 S-400 系统而被排除在 F-
35 战机项目之外“不符合盟友精神”，美国
要纠正这一必然会伤害两国战略关系的错
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师约翰·柯比
认为，相较于美国国会支持对土立即实施制
裁的明确态度，白宫的表态显得十分微妙，一
方面既表明了支持北约的立场，另一方面又
避免与土耳其彻底“闹掰”。

舆论认为，美方将土耳其踢出 F-35 项
目，势必对两国关系造成打击。但美土作为北
约盟友，都不希望彻底闹僵，目前的表态和做
法都互留余地。

酝酿制裁

美国总统特朗普 16 日首次提及俄制 S-
400 系统运抵土耳其一事。他在白宫告诉媒
体记者，美土所处局势“十分棘手”，情形“复
杂”。他把土方购买 S-400 系统归咎于前任
美国总统奥巴马领导的政府拒绝向土方出售
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从而把土方推
向俄方。

特朗普 2017 年 8 月签署一项针对俄罗
斯等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该法列
出一份被认为代表俄罗斯情报或防务部门
的个人及实体名单，并规定任何在知情情况
下与名单上的个人或实体进行“重大交易
者”都将被美方制裁。根据该法律，土耳其从
俄购买 S-400 系统已构成被美国制裁的条
件。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可以对土耳其进

行不同程度的经济制裁，轻则可以是美国
银行限制给土耳其公司的贷款额度，重则
可以直接将与俄罗斯做交易的土耳其相
关实体“屏蔽”在美国金融体系之外。舆论
普遍认为，从特朗普此前的多次表态来
看，美国预计不会祭出重量级的惩罚措
施。

美国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
斯表示，目前看来土耳其在购买俄 S-400
系统上的立场十分坚定，不论是来自北约的
压力或是美国可能实施的制裁，都很难让土
耳其回心转意。他认为，从保持地缘政治利
益的角度看，美国应尽快在北约框架内找到
与土耳其“和解”的方式，放任土耳其投入俄
罗斯的怀抱对美国而言将是一个极大的错
误。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中东事务高级研究员
史蒂芬·库克认为，尽管北约缺乏机制强令一
个成员国“退群”，但依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孤立”一国。此前北约多名官员已警告土耳
其，如坚持购买 S-400 系统或将面临被“孤
立”的风险，这可能包含拒绝土耳其参加某些
北约会议、军演等。

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记者刘开雄)“我
们将今年 5、6 月份和 2018 年下半年这两个时
段的各方面情况和形势进行了对比，从结果看，
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
总体可控。”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
济师王春英说。

王春英是在国家外汇管理局 18 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示。

王春英表示，我国外汇市场情绪以及市场
主体行为更加理性和平稳，在加征关税的背景
下，中国国际收支总体形势还是稳定可控的。

“今年 5 月份经贸摩擦升级以后，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贬值幅度和贬值预期都低于去年
下半年。”王春英说，从 5 月和 6 月的综合情
况看，银行结售汇月均逆差较 2018 年下半
年月均逆差收窄 44%，银行代客涉外收付
款月均逆差也较 2018 年下半年月均逆差收
窄 38%。

王春英指出，虽然从去年下半年到现
在，美国对我国出口加征关税的措施逐步
升级。但是，中国国际收支总体上保持平
稳。

“今年一季度的经常账户顺差较去年下
半年季度平均值还高出不少。”王春英说，同
时，一季度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顺差 488
亿美元，无论是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还是其他
投资，都表现为顺差。

此外，从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后的 5、6 月
份看，银行结售汇月均逆差 66 亿美元，较
2018 年下半年月均逆差下降 44%。王春英解
释，这说明外汇市场供求状况相对良好，月度
波动主要受市场主体逢高结汇和逢低购汇影
响，体现了市场预期的总体稳定以及价格的

市场化调节作用。
王春英表示，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

下，中国外汇市场情绪的稳定性有所增
强。同时，中国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注重政策措施预调微调，不断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国内企业等市场主体也在积极
应对有关变化。此外，中美企业之间的交
往仍是很紧密的，这种紧密性正在发挥积
极正面作用。“这些都显示，我们有信心应
对形势变化，维护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的稳
定。”

外汇局：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

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总体可控

把土耳其踢出 F-35 项目，美国报复就算完吗

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暴发后召开的第
4 次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
评估最新疫情并于 17 日宣布，本轮疫情已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
什么让世卫组织宣布疫情升级？全球应如何
应对？

升级原因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7 日在日内瓦
发表讲话说，世卫组织再次召开突发事件委
员会会议并宣布疫情升级，直接原因是两个
最新的埃博拉确诊死亡病例。

其一是刚果(金)北基伍省首府戈马市首
位确诊的埃博拉患者死亡。死者是一名牧
师，不久前他从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布
滕博乘长途客车前往戈马市， 14 日确诊感
染埃博拉病毒，次日死亡。

戈马市位于刚果(金)东部，靠近卢旺达

和乌干达，是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拥有
码头和机场等重要交通枢纽。如果埃博拉疫
情在这里扩散，后果将不堪设想。

另一例是一名女子。她 11 日从刚果
(金)跨境到乌干达市场买鱼，次日在刚果
(金)被确诊患上埃博拉，随后死亡。

“尽管尚无证据显示疫情已在戈马和乌
干达本地传播，但这两起案例表明，病毒的
地理扩散已值得关注。”谭德塞说。而正是
出于“对疫情可能进一步扩散的担忧”，世
卫组织宣布疫情升级。

埃博拉病毒发现者之一、英国伦敦大学
卫生和热带医学院院长彼得·皮奥特教授
说，这种流行病异常复杂，世卫组织敲响了
全球防控的警钟，现在全球都要行动起来。
利物浦大学健康研究所教授汤姆·所罗门认
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这一宣布将
有助于吸引用于疫情防控所需的全球关注和
资金。

埃博拉出血热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
种出血性传染病，死亡率高达 5 0 % 至
90% 。世卫组织的评估认为，疫情在刚果
(金)和相关地区的传播风险非常高，但向区
域外传播的风险则比较低。

有多严重

这是世卫组织第 5 次宣布“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前 4 次分别是
2009 年甲型 H1N1 流行性感冒疫情、 2014
年南亚和非洲的脊髓灰质炎疫情、 2016 年
巴西等国的寨卡疫情、 2014 年至 2016 年在
西非多国致死上万人的埃博拉疫情。

此次疫情始于去年 8 月。世卫组织数据
显示，本轮疫情已成为历史第二严重的埃博
拉疫情。迄今，位于刚果(金)东北部地区的
伊图里省和北基伍省已经报告了超过 2500
名感染者，近 1700 人死亡。

本轮疫情在冲突地区暴发，疫区频繁发
生袭击医卫人员事件，为控制疫情带来更多
不确定性。世卫组织负责应对紧急状况的官
员迈克尔·瑞安指出，非法武装组织的活动和
社区对医疗工作的抵制给工作带来困难，多
个地区的疫情被控制住后又重新暴发。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关于埃博拉的各种传
言，有人坚信埃博拉病毒并不存在，有人认
为埃博拉病毒被幕后势力用于制造恐慌以攫
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在伊图里省布尼亚市，
记者看见警方因无法回收一具因感染埃博拉
死亡男子的遗体，不得不多次鸣枪警告驱散
抗议人群。

被蓄意传播的谣言和错误信息煽动的民
众抵制卫生宣传，甚至攻击医卫人员，破坏
多家埃博拉治疗中心。为保障医卫人员人身
安全，政府派遣军警力量陪同，却招致民众
更多抵制。

谭德塞 15 日在日内瓦发表讲话指出，每
次攻击都会让追踪接触者、接种疫苗等变得
更加困难，会给埃博拉病毒传播机会，使病
毒变得畅行无阻。缺乏信任、政治不稳定以
及谎言和错误信息的传播，是应对埃博拉疫
情的重大障碍。

如何应对

世卫组织指出，本轮疫情已满足《国际
卫生条例》中关于“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标准。国际社会应该预测可能发
生的后果，并积极预防。

为此，世卫组织还根据《国际卫生条
例》提出了临时建议，呼吁全世界予以关
注，并与刚果(金)团结协作，以尽快结束疫
情，建立更完善的卫生体系。

对于疫区，世卫组织建议继续加强防
控，包括在入境点对高危人员的识别，处理
在文化、信仰等方面的障碍等；加强监管，缩短
从诊断到隔离的时间，实现实时基因测序，以
更好了解疾病传播动态；优化疫苗策略；加强
与联合国及合作伙伴的联系协调等。

对于疫区邻近国家，世卫组织建议加强
检测和防范措施，加强输入性病例的监控和
管理，包括对尚未发现疫情地区卫生机构的
监管；继续绘制人口流动和社会生活模式
图，以预测传播风险。世卫组织还指出，对
于这些国家来说，加快审批相关药物和疫苗
是预防工作的当务之急。

世卫组织特别强调，各国应避免因当前
疫情实施贸易和旅行限制措施，因为这可能
会给疫情波及地区民众的生活带来“灾难
性”后果，甚至会对抗击埃博拉造成阻碍。
比如，人们可能会被迫使用非正式和不受监
督的过境点，从而增加疾病传播的可能性。

(执笔记者：郭爽；参与记者：王松宇、
凌馨、施建国)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

时隔数年，世卫组织为何再次升级埃博拉疫情

新华社北京 7 月 1 8 日
电(记者侯晓晨)针对英方仍
试图以《中英联合声明》来
主张英国在香港事务上所谓
的“权利”，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 18 日说，英方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后对香港没有
任何权利，希望英方能够醒
一醒。他同时呼吁英方拿出
实际行动显示其维护中英关
系大局的诚意。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17
日发表了她卸任前最后的演
说，表示希望同中国保持良好
经济关系，但仍会就《中英联
合声明》等问题表态。外交部
有何回应？

陆慷说，坚持中英关系
“黄金时代”是两国领导人
达成的重要共识。如果能够
根据这一共识，共同努力推
进中英关系，肯定是符合中
英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
“但坦率地讲，这需要英方
拿出实际行动来显示它维护
中英关系大局的诚意。”

至于英方仍然试图以
《中英联合声明》来主张英
国在香港事务上所谓的“权
利”，陆慷说，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
港事务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治理香港的依据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

“我们一再讲，英方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后对香港
没有任何权利。希望英方能够醒一醒。”陆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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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记者侯晓晨)针对美国总统
特朗普 17 日在白宫会见所谓“遭受宗教迫害”的中国人士，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8 日说，这完全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总统特朗普 17 日
在白宫会见了一些“遭受宗教迫害”的中国人士。你对此有
何回应？

陆慷说，美方邀请“法轮功”邪教分子及其他诬蔑中国
宗教政策的人员参加所谓宗教会议，还安排他们同美国领
导人会见，这完全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强烈
不满和坚决反对。

他说，相关报道中提到的那些人所发表的一些言论是严
重错误的。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宗教迫害情况。中国公民依法
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我们要求美方正确看待中国的宗教政
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外交部发言人：

坚决反对美领导人会见

“法轮功”邪教分子及其他

诬蔑中国宗教政策的人员

新华社联合国 7 月 17 日电(记者王建刚)伊朗外长扎
里夫 17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会议上指责美国对伊朗施
加的经济制裁，认为这是“经济恐怖主义”霸凌，是伊朗等国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大威胁”。

扎里夫当天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部长
级会议上说，伊朗人民受到最残酷的、刻意针对无辜平民以
达到非法政治目标的“经济恐怖主义”霸凌。他指责美国违
反安理会决议，对伊朗实施“非法的域外经济制裁”，“构成了
对伊朗和我们许多邻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大威胁”。

扎里夫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未能达到预期，应归
结于“发达国家未能履行其义务，包括与技术转让、能力建
设和经济援助有关的义务”。他呼吁国际社会重温对多边主
义承诺，创造一个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扎里夫 14 日抵达纽约。作为联合国所在地东道国，美
国向其颁发了签证，但对其活动范围作出了严格限制。美
国国务卿蓬佩奥 14 日表示，扎里夫及其代表团在纽约的
行动仅限于往返于联合国总部、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以及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官邸等地。此举引起了联合国关切。

美国去年 5 月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对
伊朗制裁并逐步加大制裁力度。作为回应，伊朗今年 5 月 8
日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伊 朗 外 长 指 责 美 国

实施“经济恐怖主义”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7 日电(记者刘晨、刘品然)美国
国会众议院 17 日通过三项决议，意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
沙特阿拉伯等国军售。

众议院当天下午先以 238 比 190 通过了两项意在阻止
特朗普政府对沙特等国军售决议，随后以 237 比 190 通过
了第三项相关决议。鉴于美参议院已于 6 月下旬表决通过
了涉及向沙特等三国军售的全部 22 项决议， 17 日由参众
两院均通过的这三项决议将送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决定
是否批准成为法律。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此前已声称要对上述决议动
用否决权。如要推翻总统否决，则需获得参众两院各三分
之二议员的支持，美媒普遍预计难以实现。

特朗普在 5 月下旬试图以“伊朗威胁”名义，利用一
项联邦法律所设“紧急通道”绕过国会审核，直接批准向
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约旦出口总金额约为 81 亿美
元的武器和服务。此举招致多名议员批评。

美国会通过决议试图

阻止美对沙特等国军售

▲ 2014 年 12 月 10 日，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助西非抗击埃博
拉疫情医疗队为中塞友好医院开展输液培训活动。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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