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国际观察国际观察 责编：杨 宁 邮箱：guojihwb@126.com责编：杨 宁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9年6月27日 星期四

国 际 时 讯国 际 时 讯

S-400魅力何在

S-400防空导弹是俄罗斯陆基移动式
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是俄罗斯防空军第
四代地对空导弹系统。据印度 《经济时
报》 报道，S-400被称为俄罗斯最先进的
远程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在印度总理纳
伦德拉·莫迪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进行会谈后，印度和俄罗斯于 2018 年
10月签署了价值50亿美元的S-400防空系
统协议。印度成为继中国和土耳其之后，
第三个购买该系统的国家。印度驻俄大使
文卡塔斯∙瓦尔玛此前表示，首批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将于2020年前交付给印度。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并不是首个被美
国警告并要求其放弃购买 S-400 的国家。
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报道，美国
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致土耳其
国防部长胡卢西·阿卡尔的一封信被公
开，沙纳汉警告阿卡尔，如果土耳其政府
接受俄罗斯的S-400远程防空系统，将不
会获得 F-35 隐身战机。据悉，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迄今仍坚持购买俄罗斯的
S-400远程防空系统。

S-400在自身技术方面的能力不容小

觑。6 月 22 日俄罗斯卫星网文章中表示，
S-400是印度空军和政府多年来一直在推
动的东西，印度的防空系统在过去几十年
中一直被忽视。S-400 是一种远程防空武
器，印度生产的为短程防空导弹，无需从他
国进口。

美印结从何起

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紧
张。“莫迪的第一个任期中，美印关系得
到飞跃性发展，尤其是防务领域形成战略
伙伴关系，四项基础军事协议已签署三
项，《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一般性军
事信息安全协议》和《通讯兼容性和安全
协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李
青燕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为彰显美印
亲密关系，美国在公开场合不吝于将印度
称为‘盟友’。

另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 10 年里，
美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商之一，
向印度出售了价值超过 150 亿美元的武
器，如运输机、远程反潜舰和武装直升
机。2016年，美国宣布印度是其主要的防
务伙伴，为向印方销售高科技军事装备开
辟了道路。

李青燕表示：“尽管与美国走近，但
印度不愿放弃大国平衡政策，正是得益于
这一政策，印度左右逢源，在复杂的国际
环境中谋取最大利益。莫迪的第二任期仍
将延续此外交政策。印度不愿牺牲印俄传
统友好关系而成为美国的‘盟友’之一，
因而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显然是经过深思熟
虑的。”

然而，李青燕解释道：“这并不是一
个简单的军购协议，S-400系统不但有强
大的军事技术情报搜集功能，也有对军事
科技机密安全的影响力，所以采购协议关
系到印度的军工产业，以及国防能力现代
化道路的发展。印度需要国际上有力的支
持，他不得不在继续追求‘不结盟’政策还
是成为美国‘盟友’中做出战略性决策。”

冲突何时化解

美印的关系也在两国的政策下在发生
着变化。近日，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官员
和两名印度高官的消息，美国政府计划把
每年H-1B工作签证分配给印度裔申请人
的配额缩小到10%至15%之间。H-1B签证
是美国签发给在该国从事专业技术类工作
人士的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是美国最主

要的工作签证类别。目前，美国每年签发的
H-1B签证中，70%的签发对象是印度人。

“特朗普上台后，着力改善美印贸易
差异，施压印度进一步开放市场。美印摩
擦增多，美国取消印度普惠制待遇，致
使印度对 28种美国进口产品提高关税。加
之美国还有意收紧 H-1签证。这都将给两
国关系发展蒙上阴影。”李青燕总结道。

美印在此之前就在经济贸易方面出
现了分歧。《纽约时报》 指出，美印摩
擦原本属于“慢动作争斗”，如今印度
执意购买 S-400 标志着美印博弈的最新
升级。

据路透社报道称，蓬佩奥访问印度
旨在寻求进一步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关
系。25 日在新德里举行会谈是为美国总
统特朗普与印度总理莫迪本周晚些时候
在日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的会晤
奠定基础。对此，李青燕表示：“就美
国方面现在给出的条件，印度坚持购买
的可能性较大，或为避免刺激美国，将
协议延期。美国有可能在贸易领域加大
对印施压，但对印度以 《以制裁反击美
国敌人法》实施制裁的可能性较小。”

上图：2017 年 5 月 9 日，在俄罗斯莫
斯科红场，地对空S-400导弹系统行进在
阅兵式上。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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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新社报道，6 月 24 日至 30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多个亚太地
区国家进行访问。印度为这次行程首
站，在此期间，蓬佩奥竭力劝说新德
里放弃购买俄罗斯S-400系统，转而选
择其他替代品。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的话，“我们通知包括印度在
内的所有国家，如果与俄罗斯开展合
作，就可能根据 《以制裁反击美国敌
人法案》 遭到制裁。我想，现在正是
我们呼吁印度寻找替代方案的时候。”

“令人震惊”。对于眼下委内瑞拉的人口外流现象，
英国《卫报》如此描述。

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趋势》。报告
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全球流离失所者人数达 7080 万。其
中，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的局势不容乐观。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菲利波·格兰迪特别指出：“几年前，我们还认为拉美
已经实现了相对稳定，但现在该地区已出现明显的危机。”

难民人数激增
“逃离委内瑞拉的人数现已超过400万。”英国广播公

司援引联合国机构的数据称，自 2015年底以来，人们逃
离的速度“飙升”。

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 6 月 20 日报
道，2018 年，委内瑞拉成为寻求庇护者人数最多的国
家，该国的寻求庇护者约为34.2万人。

联合国相关数据显示，在委内瑞拉的外流人口中，
大约有一半前往哥伦比亚和秘鲁寻求庇护。此外，中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也接收了大量委内瑞拉难民。

然而，随着委难民危机加剧，这些难民接收国不得
不采取更严厉的边境政策。6月14日，秘鲁政府发表声明
表示，由于大批移民与难民集中拥入，将采取特别应急
措施，要求入境秘鲁的委内瑞拉人必须持有有效的护照
和签证。在此之前，委内瑞拉人只需凭身份证或是入境
卡即可进入秘鲁。

“美洲大陆面临与2015年地中海地区类似的难民‘危机
时刻’。”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网站在刊文中发出警示。

对此，中国前驻委内瑞拉大使王珍态度较为乐观。“拉
美有难民问题，但并不足以压垮拉美。”王珍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真正棘手的不是难民问题本身，而是美国
以此为由，对委内瑞拉极限施压。

根源在于动乱
“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和经济状况，引发了该地区历

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潮之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
济新闻网直言。

近年来，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斗争激烈。1月，委
内瑞拉反对党成员、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自封为“临时
总统”，美国等40多个国家予以承认。为逼迫委总统马杜

罗下台，美国采用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等手
段，对委内瑞拉不断施压。

美国 《外交》 杂志网站 6 月 13 日刊文指出，过去几
年，委内瑞拉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两位数，年通货膨
胀率超过80000％，9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委难民问题上，社会各界观点
“撕裂”。据英国广播公司6月7日报道，委内瑞拉政府表
示，美国制裁是造成难民潮的根源；反对派及其支持者
则认为，委难民问题与政府管理不善有关。

“委内瑞拉难民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王珍分析
称，委内瑞拉难民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动乱。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不仅仅是委内瑞拉，洪
都拉斯也于 2009 年后陷入了一场“日益恶化的人权噩
梦”，而这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密不可分。

发展才是正道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尽管许多拉美国家向委内瑞拉

人敞开怀抱，但随着难民数量增多，当地人与委新移民
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委内瑞拉危机已使拉丁美洲的
庇护程序不堪重负。”英国《金融时报》称。

对此，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
问题联合特别代表爱德华多·斯坦表示：“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国家正在尽力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如果没
有国际帮助，他们就无法继续。”

据《洛杉矶时报》此前报道，越来越多的委内瑞拉人
也前往美国，仅去年就有近3万名委内瑞拉人申请庇护。

然而，对待难民问题，美国政府态度一向强硬。据
彭博社 6 月 20 日报道，2018 年，特朗普政府将难民入境
人数限制在 3 万人，这是自 1980 年以来美国接收难民数
量的最低水平。今年4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看望委内
瑞拉难民时重申，将利用制裁和取消签证等手段，进一
步对马杜罗政府施压。

“委内瑞拉危机蔓延到美国国内及其他地区只是时间
问题。”美国石英财经网担忧，委内瑞拉的大量人口外流
使它“越来越像叙利亚”。长此以往，邻近地区的任何国
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拉美难民问题的核心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只能
靠发展来解决。”王珍指出，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和近
邻，有责任也有能力帮助拉美走出困境。

难民问题会压垮拉美吗？
陶紫东 刘 月

当地时间 6月 23日晚至 24日凌晨，俄罗斯圣
彼得堡欢庆一年一度的“红帆节”，庆祝中学生们
毕业。“红帆节”得名于俄罗斯作家格林的作品

《红帆》。《红帆》讲述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浪漫
爱情故事，鼓励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用自己的
双手以及真诚和信念去创造奇迹。

左图：6月24日凌晨，红色帆船行驶在俄罗斯
圣彼得堡的涅瓦河上。

下图：人们走上圣彼得堡的街头欢庆“红帆节”。
莫京娜摄 新华社发

圣彼得堡庆祝“红帆节”

环 球 热 点

英F-35战机首次中东执行任务

英国驻塞浦路斯部队 6 月 25 日发表声明说，塞浦
路斯英国空军基地的F-35战机成功完成了在叙利亚和
伊拉克的首次作战任务。

声明说，作为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行动的
一部分，F-35B“闪电”战机与“台风”战机一同在
叙利亚和伊拉克上空执行了作战任务。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打算向美国洛克希德－马
丁公司采购总计138架F-35B。每架战机造价近1亿英
镑。

欧洲委员会恢复俄罗斯表决权

欧洲委员会 25日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在该机构议
会大会程序规则中增补一条规定，这条规定在事实上
恢复了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的表决权。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当天以 119 票同意、62 票反
对、10票弃权通过上述决议。决议所涉及的增补规定
明确了对欧洲委员会成员国驻该机构议会大会代表投
票和发言等权利的保障，并“邀请现在大会中没有派
驻代表的成员国议会提交参加 2019 年 6 月大会议程的
代表资格凭证”。

2014 年 4 月，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通过决议，以
克里米亚问题为由取消了俄罗斯的表决权等。俄多次
要求恢复俄在该组织的一切合法权利。2017 年 9 月，
俄停止向欧洲委员会缴纳会费。欧洲委员会表示，如
果俄不在 2019年年中前恢复缴纳会费，俄罗斯可能会
被开除。

埃未遂兵变造成19人死亡

6 月 25 日，埃塞俄比亚一些民众和政府官员在首
都亚的斯亚贝巴为日前在未遂兵变中遇害的军队参谋
长西雷·梅孔嫩等举行了哀悼仪式。警方当天说，未遂
兵变已造成19人死亡。

22日，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州首府巴赫达尔市发
生未遂兵变，参谋长西雷·梅孔嫩试图阻止兵变，遭枪
击身亡。兵变人员还枪杀了阿姆哈拉州州长安巴丘·梅
孔嫩和他的一名助手。数名政府官员也遇害。该州警
察专员阿贝雷·阿达穆25日说，未遂兵变中还有十几名
安全人员死亡，其中数人来自兵变一方。

据当地媒体报道，未遂兵变主谋是该州安全部队
主管阿萨姆纽·齐盖，政府武装人员24日已将他击毙。

美国国务卿突访阿富汗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25日突访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与阿富汗领导人就阿富汗和平谈判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报道，蓬佩奥当天对阿富汗
进行了未事先宣布的访问。他在同阿富汗总统加尼和
阿政府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举行会谈后对媒体表示，
他与两位阿富汗领导人一致认为，和平是当前第一要
务，阿富汗绝不能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

另据美国国务院 25日发布的声明，蓬佩奥当天在
喀布尔对媒体表示，美方与塔利班在反恐问题上的谈
判已取得很大进展，相关草案文本已接近完成，希望
能在今年9月1日之前达成和平协议。

（均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