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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特稿（杨舒怡）沙特阿拉
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巴林5
日几乎同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指认
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也门政府当天
晚些时候也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同一天，沙特主导的打击也门
胡塞反政府武装多国军事联盟宣
布，停止让卡塔尔继续参与相关军
事行动。

【宣布断交】

5 日上午，沙特、阿联酋、埃

及、巴林分别宣布与塔卡尔断交，
并将切断与卡塔尔的海路和空路交
通。

沙特通讯社当天援引沙特官员
的话报道，沙特决定切断与邻国卡
塔尔的外交领事关系，并封闭两国
间的全部陆路、海路和空路交通。

沙特在声明中说，由于“卡塔
尔当局多年来屡犯不止”，沙特认
为有必要“保护本国国家安全免受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

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 5
日宣布与卡塔尔断交，限令卡塔
尔外交人员 48 小时内离境。阿联
酋指责卡塔尔“支持、资助和接
受恐怖分子、极端分子和某些组
织”。

埃及外交部 5 日指责卡塔尔
支 持 穆 斯 林 兄 弟 会 等 “ 恐 怖 组
织”，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表示
埃及机场、港口将不再对卡塔尔飞
机和船只开放。

巴林在宣布与卡塔尔断交的声
明中表示，卡塔尔“插手巴林事
务，动摇巴林的安全与稳定”。

2015年 3月，沙特、阿联酋等
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
风暴”的军事行动，卡塔尔也参与
该行动至今。

5日，这一沙特领导的多国军
事联盟宣布，由于卡塔尔“支持
恐怖主义，以及支持也门境内恐
怖组织，包括‘基地’组织、‘伊
斯兰国’以及也门反政府武装”，
不再让卡塔尔继续参与这一军事
行动。

就沙特、阿联酋、巴林宣布
断交，卡塔尔外交部 5 日发表声
明，表示遗憾和震惊，认为这些举
措“毫无缘由”，但没有直接提及
埃及。

【矛盾升级】

观察人士表示，卡塔尔与沙特
关系恶化早有端倪，过去两周双方

“口水仗”升级便已引发关注。
据悉，沙特、阿联酋、埃及、

巴林均已于 5 月下旬封杀卡塔尔
半岛电视台，以及其他卡塔尔电
视频道，还宣布召回驻卡塔尔大
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5
月 下 旬 进 行 上 任 以 来 的 首 次 出
访，目的地是中东和欧洲。在沙
特首都利雅得，特朗普与中东多国
首脑会晤，其中卡塔尔埃米尔塔米
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也参与

会谈。
据 《亚洲时报》 报道，美国、

沙特等国在利雅得商定，继续在政
治和经济上孤立伊朗，并着手对付
被埃及、沙特、阿联酋等国列入

“黑名单”的穆兄会。
此前，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

马蒂斯曾警告卡塔尔，继续与穆
兄会保持友谊恐怕会付出高昂代
价。但卡塔尔方面并未理会，仍
然给予穆兄会特别待遇。此外，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5 月 20 日
赢得连任后，塔米姆 5 月 27 日打
电话给鲁哈尼表达祝贺。

卡塔尔方面对利雅得会谈结果
感到不满。会谈结束两天后，一则
视频出现在卡塔尔国家电视台网站
以及卡塔尔通讯社网站上，引发轩
然大波。

塔米姆在视频中说，伊朗是
不容忽视的地区稳定因素。“就因
为某些国家宣布穆兄会是恐怖组
织，或他们无法忍受哈马斯或黎
巴嫩真主党之类的抵抗，就指责
我们支持恐怖主义，他们无权这
样做”。

视频中，塔米姆还把矛头暗指
沙特，“真正的危险在于某些国家
的做法，他们孳生恐怖主义”。

中东多国与卡塔尔断交
并将切断与卡塔尔的海路和空路交通

5 日，沙特阿拉伯、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埃及、巴林、
也门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组
织，宣布与其断交，并将切断
与卡塔尔的海路和空路交通。
分析人士认为，卡塔尔近年来
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等
一些激进组织，并与被沙特等
逊尼派国家视为“宿敌”的伊
朗频频走近，是中东多国与其
断交的直接原因。

新华社特稿（郭倩） 印度尼西
亚官员 4日说，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和马来西亚将从本月开始在苏禄
海执行联合海上巡逻任务，以防止
极端分子通过海路进入其境内。

在新加坡举行的第 16 届香格
里拉对话会上，印度尼西亚国防部
长里亚米扎尔德·里亚库杜宣布了
这一消息。他说，海上巡逻任务将
由来自三国的部队共同执行，稍后

三国还会将共同巡逻拓展至空中和
陆上。

里亚库杜说，联合巡逻是一次
尝试，意在“保护我们的边境，防
止激进的武装人员继续进入其他区
域”，三国将为此设立联合指挥部，
并进行联合演习。

苏禄海位于菲律宾西南、马来
西亚东北方向，是夹在菲律宾米沙
鄢群岛、苏禄群岛、巴拉望岛和马来

西亚加里曼丹岛之间的一处海域。
里亚库杜还说，如果形势进一

步升级、发展至其他海域，他们将
请求其他国家加入。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说，新
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的情报共享中心
将为三国联合巡逻提供协助。

近来，东南亚国家面临的恐怖
主义威胁日益加剧。菲律宾军队和
警察目前正在南部的马拉维市与效

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反政府
武装作战。上月 23 日双方开战当
天，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
特还下令在菲南部棉兰老岛等地区
实施为期60天的戒严。

杜特尔特担心，从伊拉克和叙
利亚逃离的极端组织成员，可能将
菲南部当作“避风港”。他上月 26
日在马拉维市附近一座军营讲话时
说，“‘伊斯兰国’已经到来”。

菲、马等三国将联合海上巡逻

新华社新加坡6月5日电
记者 王丽丽 李晓渝 夏立新

刚刚结束的第16届香格里拉对
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朝
核问题列为亚太地区头号安全威
胁，并表示美国对于日韩防务方面
的承诺不会改变。

事实上，美国长期以“太平洋
警察”自居，在亚太地区不仅维持
庞大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还派有
驻军，建有军事基地，把守着亚太
地区最重要的战略要道。美国在亚
太的军事存在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
之剑，为本地区增添了诸多不稳定
因素。

厉兵秣马

特朗普政府上台近半年，一方
面宣称将更多关注美国自身的问题
和发展，另一方面在海外的军事行
动上没有任何收敛，不仅对阿富汗

和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还威胁对
朝鲜动武。

特朗普政府在军事上的积极态
度，在日前公布的2018财年美国联
邦政府预算草案中也已显现。这一
预算草案将国防开支提升到5745亿
美元，与2017年预算草案相比增幅
达10％。

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还
表示，他将与一些美国议员共同发
起一项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倡议，
通过增加预算强化亚太地区军力部
署，以应对本地区安全形势面临的
挑战。

“担忧”和承诺

早在70年前，美国就在夏威夷
设立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这是美
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
战司令部，如今其所辖官兵达30万
之众，约占美国现役军人总数的
20％。马蒂斯前往亚洲之前，先到

夏威夷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
里斯举行了会面。

在本次对话会上，马蒂斯除重
申美国对于朝鲜半岛局势的“担
忧”，也表达了美国对其亚太盟友
的安全承诺。他与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等国的防长举行会谈，会后
又前往悉尼，计划与澳大利亚防长
等官员再次会面。

一己私利

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在海外有
374 个军事基地，其中亚太地区占
42.7％。美军在亚太的军事基地形
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由阿拉斯
加、东北亚、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
4个基地群组成，第二道由关岛和
澳大利亚、新西兰两个基地群组
成，而建在夏威夷群岛上的第三道
防线，既是支援美军亚太地区作战
的后方，又是美国本土防御的前
哨。

美军舰机抵近侦察和以“航
行自由”名义在他国专属经济区
的军事活动引发的海空事件在亚
太地区屡见不鲜，也给本地区带
来了不稳定因素。此外，过去几
十年来，美韩每年举行大规模联
合军事演习，近期更是在亚太地
区调兵遣将，继 4 月底派遣“卡
尔·文森”号航母抵达朝鲜半岛
附 近 海 域 以 来 ， 5 月 16 日 又 有

“罗纳德·里根”号航母从日本横
须 贺 基 地 出 发 ， 与 “ 卡 尔 · 文
森”号一起在日本海执行任务。
美国最新又派“尼米兹”号航母
赴西太平洋。

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军
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原
主任姚云竹说，美国及其盟国以防
范朝鲜威胁为借口增加东北亚地区
的兵力部署，扩大军事演习的规
模，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打破
了地区力量平衡，也破坏中美之间
的战略稳定。

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

一把危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新华社特稿 （杨舒怡） 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4 日宣称，前
一天晚发生在英国伦敦的恐怖袭
击是该组织所为。

伦敦警方 4 日突击搜查多个
区域，已经逮捕 12人。英国内政
大臣安伯·拉德当天强调，英国
恐怖威胁级别仍将维持在次高等
级“严重”。

【IS认领袭击】

“伊斯兰国”4 日通过支持
该组织的阿马克通讯社“认领”
伦敦恐袭。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
说：“一队‘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实施了昨天的伦敦袭击。”

3 日晚 10 时左右，一辆货车
在伦敦桥及附近的伯勒市场冲撞
行人，袭击者随后弃车并持刀伤
人，共造成 7 死 48 伤。这是不到
3个月时间里，英国发生的第3起
恐怖袭击。

3 日早些时候，“伊斯兰国”
曾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电报”发
送信息，呼吁其追随者在斋月期
间发动更多袭击。

英国警方表示，3 名嫌疑人
在事发现场被击毙，警方仍在调
查他们是否有同伙。英国警方反
恐部门主管马克·罗利说，在不
影响调查的情况下，警方将尽早
公布这3名嫌疑人的身份。

住在伦敦巴金的市民达米
安·佩蒂特告诉美联社记者，从
现场照片看，其中一名恐袭嫌疑
人长得很像他的邻居。“ （我邻
居） 在此居住大约 3 年，我跟他
打过五六十次招呼。他有两个孩
子，平时挺友善的，”佩蒂特说。

【警方误伤路人】

英国警方透露，在 3 日晚恐
袭中，警方“史无前例”地开了
大约 50 枪，8 分钟内击毙 3 名嫌
疑人，但也击中一名无辜路人。

“据我们初步评估，8名警察
总共开了大约50枪，当场击毙3名
袭击者，”罗利说，“一名平民（被警
方开枪击中）受伤，伤势并不危及
生命，已送入医院治疗。”

警方解释，他们开枪次数如此
多，是由于误以为 3名恐袭嫌疑人
穿着“炸弹背心”。后续调查发
现，3 人身上所绑的“炸弹”其
实是“唬人”的。

英国警方 4 日突击搜查伦敦
巴金、东哈姆等区域，逮捕 12
人，包括7名女性和5名男性，年
龄在19岁至60岁之间。其中，一
名55岁男子稍后获释。

5 月 22 日曼彻斯特恐袭后，
英国一度将恐怖威胁级别调至最
高等级“危急”，同月 27 日下调
至次高等级“严重”。英国内政大
臣安伯·拉德本月 4 日说，英国
恐怖威胁级别仍将维持在“严
重”，理由是警方认为没有更多袭
击者潜逃在外。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4 日发
表 电 视 讲 话 称 ， 自 今 年 3 月 以
来，英国警方已经挫败 5 起恐袭
阴谋。在她看来，英国的反恐应
对策略必须加以调整，“我们无法
假装一切还能照旧”。

据英国媒体 5 日报道，一名
参与伦敦恐怖袭击事件的嫌疑人
曾因试图征召学龄儿童加入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而被两次举报。

“伊斯兰国”认领伦敦恐袭

6月5日，在英国首都伦敦，一名警察守卫在伦敦桥附近区域。
（新华社/美联）

这是 6 月 3 日拍摄的津巴布韦
卡里巴南岸水电站扩机工程项目工
地。

中企在津巴布韦的最大水电项
目——卡里巴南岸水电站扩机工程
目前已完成85%，首台机组将于今
年年底建成并投入试运营，第二台
机组也将于明年一季度完工。届
时，两台机组将并网发电，大大缓
解津巴布韦电力短缺的局面。

新华社发（陈雅琴 摄）

中企在津
最大水电项目
首台机组年底试运营

新华社东京6月5日电（记者
王可佳）首架在日本国内组装的
F－35A 战斗机 5 日在日本三菱重
工小牧南工厂正式亮相。据共同社
报道，该公司预计于今年内完成 2
架F－35A战斗机的组装和试飞工
作，并正式交付日本防卫省。

报道说，日本航空自卫队计
划引进 42 架 F－35A 战斗机，其
中 4 架由原厂商美国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生产，已经实现交付。
剩余 38 架在日本国内进行组装。
日本航空自卫队表示，这些 F－
35A 战斗机预计从 2017 年年底起
陆续部署于青森县三泽基地。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是单
座、单发动机的隐形多用途战斗
机，可以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
战术轰炸和防空任务。F－35A战
斗机采用传统跑道起降。

首架日本组装F－35A亮相

据新华社华盛顿 6月 4日电
（记者林小春）美国轨道ATK公司
的“天鹅座”货运飞船4日脱离国
际空间站，并在太空开展第三次

“纵火”实验，以了解太空微重力
环境对火情的影响。

美国东部时间 4 日 9 时 10 分
（北京时间 4 日 21 时 10 分），国
际空间站飞到南大西洋上空时，
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操作巨大
的机械臂，将“天鹅座”飞船安
全释放。

近 8个小时后，当“天鹅座”

距离空间站足够远时，地面人员
遥控在飞船内一个密封模块中开
展第三次“火焰实验”，前两次实
验分别在 2016年 6月与 11月的两
次货运任务结束时实施。

美国航天局发布的消息说，
与第一次实验相似，第三次实验
在不同气流速率下燃烧一大块同
类型的特殊材料。实验将模拟空
间站的氧气浓度，时间持续约2个
半小时，但材料燃烧时间仅 20分
钟左右，所获数据将在未来几天
传回地球。

美货运飞船在太空开展
第三次“纵火”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