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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会言犹在耳 新制裁扑面而来

翻脸如翻书 特朗普再玩交易术
美国政府 8 日宣布对俄罗斯施
加新制裁， 称俄方对俄前情报人员
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使用
化学武器”。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
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 制裁措施包
括禁止向俄方出口关联美国国家安
全的敏感技术和产品。

道，
“它们将比第一轮更严厉。”
法新社报道，第二轮制裁
认定“违法”
可以包括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 俄方实体提供贷款、全面禁止
诺尔特 8日在声明中说，斯克 美国对俄出口。
里帕尔父女在英国遭“诺维乔
美国财政部以俄方有“恶
克”神经毒剂袭击，美方 6日认 意行为”为由，今年 3月和 4月
定，俄方“违反国际法使用生化 两次施加制裁，涉及多名俄政
武器或针对本国公民使用致命 府高官和经济界人士以及多家
生化武器”。
俄罗斯实体。
声明说，国务院已经告知
国会制裁决定，制裁定于 22日 俄批“牵强”
前后生效。
声明没有提及具体制裁
针对美方新制裁，俄罗斯
措施。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 驻美国使馆当天回应，认定美
国国务院高官披露，依据《化 方的制裁理由“牵强附会”、缺
学和生物武器控制与战争消 乏事实和证据支撑。
除法》，制裁包括禁止向俄方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使
出口事关国家安全、需加以管 馆一份声明报道，美方以“流
控并获联邦政府批准的敏感 水线”方式向俄方施加没有事
技术和产品。作为“例外”，太 实依据的制裁，且拒绝与俄方
空飞行活动、政府间太空合 沟通。
作、商业航空乘客安全等领域
声明说：“ 我们已经习惯
将依照“具体项目具体分析” 于听不到任何事实或证据。美
原则对待。
方以信息涉及机密为由，拒绝
《化学和生物武器控制与 回答我们的后续问题，我们却
战争消除法》1991年制定，其中 被告知，美方有足够 （情报）
规定了对违反国际法使用生化 得出‘俄罗斯应承担责任’的
武器的国家施加制裁。
结论。”
俄使馆说，他们在写给美
国国务院的信中多次确认，强
留有“后手”
烈支持对斯克里帕尔父女事件
斯克里帕尔和女儿尤利娅 作公开、透明的调查，提议公开
今年 3月初在英国南部城市索 俄美双方就这一事件的沟通内
尔兹伯里街头一张长椅上昏 容，但美方“迄今未予任何答
迷，救治后脱险并出院。
复”。
英国警方认定两人中了苏
一些媒体说，由总统唐纳
联研制的“诺维乔克”神经毒 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似
剂，要求俄方承担责任并驱逐 乎在以施加新制裁的方式回应
俄外交官。美国等多个西方国 国内质疑，表明美对俄强硬立
家及其盟国“站队”，跟风驱逐 场没有松动。
俄外交官。俄方说英方“栽
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弗拉
赃”，以对等人数驱逐英美等国 基米尔·普京 7月 16日在芬兰
外交官。
首都赫尔辛基会晤。随后，特朗
按那名国务院官员的说 普在国内受到尖锐批评，被贴
法，受新制裁影响的出口贸易 上“软弱”和“亲俄”等标签。
规模可能“数以亿计美元”，“影
挥舞制裁“大棒”同时，特
响多大取决于俄方”。
朗普继续主张美俄改善关
这名官员称，除非俄方作 系。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兰
出“可靠保证”，不再使用化学 德·保罗 8日在社交媒体“推
武器并允许联合国或其他国际 特”发文，说他数天前访俄，
组织观察员实地核查，否则美 带 去 一 封 特 朗 普 给 普 京 的
方将在第一轮制裁生效 90天 信，特朗普在信中强调美俄
后施加第二轮“更严厉”制裁。 在反恐、议会间对话等领域
“如果没有满足那些条 进一步接触的重要性，提议
件……会施加第二轮制裁，” 恢复美俄文化交流。
路透社援引这名官员的话报
据新华社

■新闻分析

美缘何突然发难？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政府此时重提旧事对俄罗斯进行
制裁，很大程度上是总统特朗普迫于国内“通俄门”调查压
力采取的举措，意在争取民心帮助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 此
举将令刚刚释放出积极信号的美俄关系再次恶化， 两国关
系短期内难以转圜。

特朗普给普京捎信

8

美国国会参议员兰德·保罗
日说，他近期访问俄罗斯，送出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致俄罗斯总
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一封信。 只
是，就信件的内容和性质，保罗与
白宫的说法有“温差”：前者称涉及
美俄双边事务，后者说是一封“介
绍信”。
保罗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
道：“我有幸把特朗普总统一封信
送交弗 拉 基 米 尔·普 京 总 统 的 政
府。 这封信强调（美俄）在多个领域
进一步交流的重要性，包括打击恐
怖主义、 扩大立法部门之间对话、
恢复文化交流。 ”
白宫副发言人霍甘·吉德利却
说，那是特朗普出具的一封“介绍
信 ”，缘 由 是“应 保 罗请 求 ”， 提 及
“保罗参议员打算与普京总统讨论
的一些话题”。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
里·佩斯科夫证实保罗转交特朗普
的信件，但克里姆林宫方面还没有
阅读信件内容。
保罗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
会共和党籍委员。
他 日会晤俄方外交部副部
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和俄方议会
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包括委
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前
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
科萨切夫接受保罗发出的邀
请，打算派俄议员代表团访问美国
国会，最快可能在今年秋季。
保罗说，那将是俄方议员代表
团将近 年来首次访问美方国会；
俄美保持沟通对双方国家安全至
关重要； 俄方议员代表团访美期
间，将与美方讨论核不扩散、反恐
等重要议题。
美俄关系正处于低谷。 特朗普
力主改善美俄关系，但在美国政界
遭遇不小阻力。 他的总统竞选团队
涉嫌“通俄”，正在受到调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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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突然“出招”

特朗普和俄总统普京 7
月刚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
晤，释放出积极信号。美方却在
不久后就突然以 5个月前的斯
克里帕尔中毒事件为由对俄实
施制裁，令人感到意外。
事实上，美国国会 3月
就已正式要求特朗普政府认
定俄罗斯是否在上述事件中
违反了国际法。根据美国相
关法律，政府本应在国会提
出要求后的两个月内做出认
定，但特朗普政府却迟迟没
有动静，其“拖沓”表现还被
国会两党狠批。
对于特朗普政府此番突
然做出认定并出台制裁措
施，有美高级官员解释说，认
定程序“复杂而艰难”，再加

上要确保制裁不会波及美国
企业，“这种事晚一点宣布是
很正常的”。
不过美国媒体普遍认
为，特朗普政府此时“出招”
更多是迫于国内“通俄门”调
查的压力。有分析指出，美国
情报界已认定俄罗斯干涉了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但特
朗普本人一直不愿承认，还
曾表示他找不到俄罗斯干预
美国大选的理由。此番言论
震动美国政界，特朗普后来
表示此话为“口误”。特朗普
国家安全团队希望借此次制
裁对“口误”事件“消毒”，以
此回应外界有关特朗普对普
京“态度软弱”的批评，以免
冲击 11月中期选举选情。

关系将向何方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特
朗普政府宣布对俄制裁的当
天，美方又公布了特朗普致
信普京的消息。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
心副主任丹·马哈菲认为，美
国的举动体现了特朗普软硬
兼施的“交易艺术”。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尽
管华盛顿方面对莫斯科“又
打又拉”，但鉴于此次制裁对

俄经济影响重大，而且俄方
也不太可能答应美方提出的
条件，两国关系短期内将难
以得到转圜。
美国玛格丽特·撒切尔
自由研究中心主任奈尔·加
德纳认为，此次制裁表明美
俄关系未来会继续恶化，华
盛顿会对莫斯科采取越来越
强硬的立场。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