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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马甲
又来了
新华社电 法国“黄马甲”
游行示威者 16 日在巴黎、
南特和
里昂等多个城市与警方发生严
重冲突。巴黎警方当天逮捕了
147 名暴力示威者。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部
分打砸抢分子在巴黎的意大利
广场、莱阿勒购物中心等地，破
坏商店、银行、酒店和其他公共
设施，警察对其进行驱散并与之
发生严重冲突。鉴于意大利广
场上暴力活动升级，巴黎警察局
从当天下午开始取消了该广场
的游行许可。 供图/视觉中国

印度“烈火-2”型导弹
成功完成首次夜间试射
新华社电 据印度媒体17日报道，
印度16日晚在位于东部奥迪沙邦的卡拉
姆岛综合试验场成功试射一枚
“烈火－2”
型中程弹道导弹。这是
“烈火－2”
型导弹
首次进行夜间试射。
报道说，
试验中导弹整体飞行轨迹由
地面遥测观察站和位于孟加拉湾撞击点
附近的海军舰艇全程跟踪，
雷达和跟踪系
统对导弹的飞行性能进行了监测，
试射实
现了所有任务目标。
印度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公布的资
料显示，
“烈火－2”型地对地导弹射程为
2000公里，可携带多枚核弹头，有效载荷
超过1000公斤。
“烈火－2”
型导弹是印度国防研究和
发展组织研发的系列导弹之一，
目前该型
导弹已正式列装部队。同系列导弹还包
括“烈火－4”
“烈火－5”型中远程弹道导
弹等。

叙土边境爆炸
至少 10 人丧生
新华社电 叙利亚西北边境城市巴
卜 16 日发生汽车炸弹袭击，至少 10 人丧
生。土耳其国防部指认叙利亚库尔德武
装发动袭击。
巴卜位于阿勒颇省北部，
距离土耳其
边界大约 30 公里，2016 年遭土耳其支持
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夺取并控制至今。
土耳其国防部 16 日确认，汽车炸弹
在巴卜市一处车站爆炸，导致 10 人丧生，
超过 15 人受伤。
土耳其官方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报
道，爆炸致死 18 人，致伤至少 30 人，现场
多座建筑物和多辆汽车受损。
土耳其国防部指认叙利亚库尔德武
装发动袭击，
在社交媒体
“推特”
写道：
“库
尔德工人党、人民保护部队的恐怖分子继
续以无辜平民为目标。
”
土方认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人民保
护部队”
关联土耳其境内反政府组织库尔
德工人党，
视这支武装为恐怖组织。
暂时没有组织和个人宣称制造这一
事件。

英国警方调查议会选举舞弊指认
英国伦敦警察局 16 日确认，警方正
在调查与 12 月议会选举相关的竞选舞弊
指认。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党当天指认执
政党保守党私下联络脱欧党议员候选人，
以收买后者放弃竞选。

调查已启动
伦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收到两
份关联 2019 年议会选举的举报，涉及竞
选舞弊和行为不当。
“两份举报目前正接受评估。”声明

说，
警方特别调查小组正在处理。
伦敦警察局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英国议会 6 日解散，定于 12 月 12 日
选举。竞选活动持续大约 5 周，选举结果
定于 12 月 13 日凌晨揭晓。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希望保守党赢得议会下院多数席
位，进而推动议会通过新版“脱欧”协议，
带领英国 2020 年 1 月 31 日脱离欧盟。

手段不光彩
脱欧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 16 日说，

保守党暗中联络脱欧党议员候选人，许诺
后者政府工作岗位或贵族爵位提名机会，
以换取脱欧党候选人放弃竞选。
法拉奇认定，保守党这一做法是“最
高级别的腐败”。他指认约翰逊的顾问爱
德华·利斯特等保守党人士联络 8 名脱欧
党候选人。
脱欧党候选人安·维德科姆告诉英国
广播公司记者，保守党方面许诺，一旦她
退出竞选、保守党赢得选举，她将获准在
新政府脱欧谈判进程中发挥作用。
最大反对党工党上院议员查尔斯·福

尔克纳给伦敦警察局长克雷茜达·迪克和
检察机关写信，
要求调查脱欧党的指认。
脱 欧 党 不 久 前 为 保 守 党 送 上“ 礼
物”。法拉奇 11 日说，在保守党上次选举
获胜的 317 个选区，不会选派候选人竞
选，会派人在工党和其他支持
“留欧”政党
占据优势的选区竞选。这类选区共有
275 个。
英国内阁办公厅大臣迈克尔·戈夫
16 日说，就脱欧党方面的指认，
“ 我连一
秒钟都不会相信那是真的”
。
据新华社

驻日美军费用日方负担增加四倍
日本政府官员 16 日证实，美国方面 7
月要求日方将所负担美军驻扎费用增加 4
倍，遭日方拒绝。日方认定美方所提涨幅
“不现实”，可能是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交
易的一环”
，
目的是试探日方态度。

漫天要价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日本政府官员
告诉共同社记者，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 7 月访问日本时提
出“涨价”要求。特朗普认定，日本和韩国
负担的美军驻扎费用不够多，要求两国大
幅提高分摊比例。共同社报道，这是特朗
普首次针对日方给出具体涨幅。

现有 5.4 万美军士兵驻扎日本。日本
2019 年度财政预算显示，日本负担大约
1974 亿日元（约合 127 亿元人民币）驻日
美军费用。如果按博尔顿的要求增加 4
倍，日方需要掏 9870 亿日元（636 亿元人
民币）。
博尔顿 7 月下旬访日，分别与时任日
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时任防卫大臣岩屋
毅、时任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
会晤。熟悉会晤内容的消息人士说，博尔
顿提及，美方要求韩国政府将韩方负担的
驻韩美军费用增加至 5 倍，希望日本按同
样比例提高军费分摊金额。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15 日以多名美
国政府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博尔顿要求日

方所负担的军费翻两番，增至 80 亿美元
（560 亿元人民币）。

谈判在即
日方认定美方所提涨幅“不现实”，
告诉博尔顿“日本在（美国）盟国中负担
（驻扎美军费用）比例已经最高”，拒绝美
方要求。
美国国防部 2004 年发布的报告显
示 ，2002 年 驻 日 美 军 费 用 74.5% 由 日
本 政 府 承 担 ，比 例 远 远 高 于 其 他 国
家。美国 2004 年以后没有发布各国分
摊比例。
就美方所提涨幅，日本防卫省官员告

诉共同社记者，
“ 特朗普擅长做交易，
（大
幅涨价）是交易的一环，
（美方）想看看日
方的反应”
。
日美 2016 年签署的驻日美军费用分
摊协定将在 2021 年到期。美国国务院发
言人说，美日定于明年上半年就更新费用
分摊协定启动谈判。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 15 日访
问韩国时给美韩军费分摊谈判定下时间
表，说希望在年底以前谈妥。韩国媒体报
道，美国考虑将美韩军费分摊谈判结果作
为日后与日本等国同类谈判的“基准”。
共同社报道，美韩军费分摊谈判结果可能
影响美日谈判。
据新华社

土耳其确认 S-400
“买了就要用”
新华社电 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局长
伊斯梅尔·德米尔 16 日确认，土耳其从俄
罗斯购买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是为了
使用，
不会让这一系统闲置。
德米尔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土耳其频道采访时说，土耳其重金
购买 S-400 却不使用这一系统
“不符合逻
辑”，土耳其和美国有意化解分歧。他说：
“我们与俄罗斯和美国都是盟友。我们必

须遵守签署的协议。
”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3 日在白
宫会晤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
多安，敦促后者放弃 S-400。埃尔多安
说，土耳其不会损害与俄罗斯的关系，同
时重申土方有意购买美制“爱国者”导弹
防御系统。
美国认为，
S-400 无法与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武器系统兼容，土耳其安装这一俄

制系统可能有助俄方今后定位和追踪美
国及其盟国的 F-35 型隐形战机。美方要
求土耳其放弃购买 S-400，
继而禁止向土
方出售 F-35 战机，暂停土方参与 F-35
研发生产项目并且威胁制裁土耳其。土
耳其 7 月接收首批 S-400 系统设备，美方
暂时没有执行制裁方案。
一名土耳其总统高级助理 15 日说，
土耳其和美国官员已经着手评估土方购

买 S-400 对 F-35 战机项目的影响。
德米尔认为，土美联手评估表明美
方立场有所松动，土耳其已经做好回应
美方关切的准备。
“ 只要双方坦诚相待，
我们仍然相信，就 S-400 议题可以找到
中间地带”。
德米尔说，土方人员继续在俄罗斯接
受操作 S-400 的培训，
俄方人员不会进入
土耳其操作这一系统。

数字看点

打死

7 名胡塞武装人员 1项灵长类动物保护计划 500万人有睡眠问题

新华社电 也门政府军官员16日说，
政府军当天与胡塞武装在也门红海城市荷
台达发生交火，
打死7名胡塞武装人员。
也门政府军一名官员告诉新华社记
者，胡塞武装人员当天向荷台达南部图海
塔地区的政府军驻地发动攻击，双方发生
短暂交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并打死 7
名武装人员。这名官员未透露也门政府
军方面的伤亡情况。
2014 年 9 月，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
萨那。2015 年 3 月，
沙特阿拉伯等国针对
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
行动。2018 年 12 月，
在联合国斡旋下，
也
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就荷台达停火、战俘交
换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

新华社电 秘鲁日前推出《2019－
2029 年国家灵长类动物保护计划》，以拯
救这一濒危野生物种。
秘鲁是世界上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
国家之一，拥有 47 种灵长类动物。据秘
鲁科研机构统计，目前秘鲁的灵长类动物
有 15 个属和 5 个科。
根据该计划，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将对
受到威胁的灵长类动物进行分类，确定和
恢复全国灵长类动物栖息地，并建立对这
一种群的中长期监测系统。该计划要求
加强对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的建设，对
遭遇严重破坏风险的重要栖息地制定长
期保护规划，为受到威胁的灵长类动物种
群建立
“保护走廊”
。

新华社电 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一
项最新研究显示，大约 500 万名美国成
年人有难以入睡、难以保持睡眠状态等
问题。
研究人员从“国民健康访问调查”提
取并分析近 16.5 万人 2013 年至 2017 年
的数据，
得出上述结论。5 年间，
自述每周
至少一天难以入睡的美国成年人比例上
升 1.43%，自述每周至少一天难以保持睡
眠状态的人数上升 2.7%。研究人员说，
尽管比例看似不高，但如果依照 2018 年
人口数量估算，意味着多达 500 万名美国
人遭遇睡眠问题困扰。
研究人员认为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
及可能是一个因素。

白沙滩限流

1500 人

新华社电 意大利撒丁岛知名景点
佩洛萨打算限制游客数量且收取门票。
媒体称它将成为撒丁岛首个施行限流收
费政策的白沙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佩洛萨所
属斯廷蒂诺镇政务委员会同意，自明年夏
季起，沙滩上成年游客数量每天不得超过
1500 人，
儿童数量不受限制。
镇长安东尼奥·迪亚纳说，限制游人
数量和收取门票将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具
体内容尚未完全确定。例如，镇政府没有
想好如何出售门票，正在探讨经由手机应
用程序出售的可能。
“我们不知道票价（要
定为）多少，
但我们认为（单价）每天大约 4
欧元（约合 30.9 元人民币）”
。

2架客机地面“剐蹭”
新华社电 韩国大韩航空公司 17 日
说，
这家企业旗下一架客机前一天在德国
与另一架客机在地面发生
“剐蹭”
，
没有人
员伤亡。
大韩航空说，当地时间 16 日 18 时 20
分，那架波音-777 型客机在德国法兰克
福机场等待进入滑行跑道，
其间与一架纳
米比亚航空公司客机擦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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