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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指认
卡塔尔
“支恐
支恐”
”
不到一周后
美国

美国向卡塔尔
售百亿美元战机

战机（资料图片）
F-15

美国国防部 14 日说
日说，
，将向卡塔尔出售 FF-15
15 战机
战机，
，合
同金额高达 120 亿美元
亿美元。
。
双方达成这一军售大单，
双方达成这一军售大单
，距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指认卡塔尔是
“支持恐怖主义
支持恐怖主义”
”
国家不到一周。
国家不到一周
。

言行矛盾
美国五角大楼 14 日在声明中说，国防部长
詹姆斯·马蒂斯当天会晤了到访的卡塔尔国防国
务大臣哈立德·阿提亚，签订了这笔军售协议。
声明说，这些战机将使卡塔尔具备“最先进”
的空军实力，同时增强美国与卡塔尔之间的安全
合作和协同行动能力。
美国去年 11 月同意向卡塔尔出售最多 72 架
F-15 战机，总金额 211 亿美元。美国国防部这
次没有公布将出售战机的数量。彭博社报道，协
议中的战机数量为 36 架。
美国与卡塔尔达成这笔大额军售，正值美国
在海湾地区的其他盟友以支持恐怖主义为由与
卡塔尔断交并采取孤立措施。
而美国政府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表现出

矛盾立场。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 9 日在
记者会上呼吁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埃及
等国与卡塔尔对话，避免事态升级。但是，仅
仅数小时后，特朗普公开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
主义。
在白宫玫瑰花园发表讲话时，特朗普说：
“不
幸的是，卡塔尔历来向恐怖主义提供高度资助。
我们必须停止资助恐怖主义。
”
白宫和国务院方面随后试图为口径不一致
补台。蒂勒森的一名顾问表示：
“ 他们各自面对
不同的听众，国务卿当时在向海湾国家领导人传
达给局势降温的必要性，而总统当时与罗马尼亚
总统一起召开记者会，谈的是他认为消灭恐怖主
义很重要。
”

共同利益
美国和科威特正在调解卡塔尔与其他海湾
国家之间的这场外交危机。
卡塔尔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有中
东地区最大的美军基地，驻扎美军超过 1 万人。
马蒂斯 12 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谈及美国在卡塔尔
的庞大驻军和两国的军事关系，指出两国“有共
同利益”。
五角大楼说，除签订军售大单，马蒂斯 14 日
与阿提亚还讨论了“共同安全利益，包括打击‘伊
斯兰国’的行动现状，以及给紧张局势降温的重
要性，从而使全部海湾地区伙伴能着眼于后续行

动以实现共同目标”
。
阿提亚在声明中强调，卡塔尔与美国“长年
并肩战斗以清除恐怖主义”，当天的军售协议“进
一步推动了两国间的战略和防务合作关系”
。
另外，卡塔尔通讯社援引卡塔尔国防部的消
息报道，两艘美国海军船只当天抵达卡塔尔，将
与卡塔尔海军举行联合演练。美国海军第五舰
队发言人则告诉美联社记者，一艘海军海岸巡逻
艇和一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艇抵达卡塔尔进行“例
行访问”
。
新华社特稿

伦敦火灾：多重隐患酿惨剧
英国伦敦西部一座 24 层公寓楼“格伦费尔
塔”14 日凌晨遭遇大火，至少 17 人丧生，死亡人
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15 日下令对火灾情况
进行全面调查。一些安全专家认为，发生如此惨
剧，说明这栋大楼存在不止一种火灾隐患。

罕见大火吞噬大楼
伦敦消防局 14 日凌晨 1 时左右接到火警电
话，消防员 6 分钟内赶到现场。梦中惊醒的住户
仓皇逃生，一些被困居民在窗口呼救甚至从楼上
跳下，还有母亲绝望中把婴儿抛给楼下站着的
人。目击者说，婴儿被一名男子接住。
消防局出动至少 200 名消防员、40 辆消防车
救火。伦敦的消防云梯车只能达到 32 米高度，
给灭火和救援工作增添难度。警方担心大楼坍
塌，疏散了附近居民。
14 日中午，大楼明火被扑灭。大楼外墙焦
黑，上部仅剩
“骨架”
，内部仍有零星余火。
警方 15 日公布的死亡人数达 17 人。伦敦急
救中心说，78 名伤者分布在 6 家医院接受救治，
其中 18 人伤情危重。警方说，还有许多人失踪，
死亡人数很可能继续上升。

富人区中的“廉价房”
从 2013 年起，格伦费尔塔楼内居民就多次

向当地政府部门投诉，称大楼存在火灾隐患。住
户组成的“格伦费尔行动组织”还发布过火灾风
险评估报告。就在 7 个月前，他们还再次提出，
大楼的消防安全规程过于松懈，并质问是否只有
出现一场灾难性的大火才能引起当局重视。
格伦费尔塔周边是伦敦富人区，一些明星和
王室成员的住宅就在不远处。
住在附近另一处保障性住房楼的詹姆斯·伍
德说，自己和格伦费尔塔住户多次向当地议会反
映问题，
但对方从不当回事。

多个消防安全隐患
住户投诉的消防安全隐患包括：楼内消防设
备陈旧，该做的年检不做，以及整座大楼只有一
个紧急出口且并不畅通。此外，有人质疑去年翻
新工程中大楼外墙铺设的保温隔音材料有可能
助长火势迅速蔓延，
但这一猜测尚未得到证实。
2014 年，肯辛顿和切尔西区议会耗资 870
万英镑（约合 7500 万元人民币）整修格伦费尔塔
公寓楼，
工程去年完工。
一些建筑设计师和建筑安全专家认为，虽然
给楼体外墙添加隔热隔音层的做法很常见，但这
会带来潜在的火灾隐患。
另外，
公寓楼物业提供给住户的防火指南中，
要求住户遇火情“留在原处不动”，这一逃生指导
也被认为贻误了住户的逃生时机。 新华社特稿

FBI 将章莹颖失踪事件
定性为绑架案
据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14 日宣布，正式将
近日发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附近区
域的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失踪事件定性为绑架案。
FBI 披露的信息显示，章莹颖于当地时间 9 日下午 2 时
左右坐上一辆汽车之后失踪。监控录像显示，涉嫌绑架章莹
颖的犯罪嫌疑人是一名白人男子，在她上车之前，这名嫌疑
人驾驶一辆黑色轿车一直在周边区域兜圈。
在各方促进下，联邦调查局 13 日正式宣布介入此案。
据专业人士分析，涉案车辆可能已离开事发地，甚至到达其
他州，
案件调查或需展开州际协调。
据校方和中国留学生社团消息，章莹颖的父母正在等待
签证手续办理完成后迅速动身赴美。
章莹颖于今年 4 月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
分校进行访问学习。9 日下午，章莹颖在赴租房处签合同途
中上了一辆黑色汽车，
之后失联至今。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
制裁俄罗斯法案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会参议院 14 日高票通过一项对俄
罗斯施加制裁的法案，以回应俄方涉嫌干预去年美国总统选
举等行为。
根据法案，美国将对一大批俄方人员实施制裁。这些人
员的行为涉及侵犯人权、涉嫌腐败、向叙利亚政府提供武器、
帮助俄罗斯政府实施网络攻击，以及与俄情报或防卫部门有
生意往来等。法案还将对俄罗斯矿产、金属、运输和铁路等
行业实施制裁。
法案规定，当美国总统试图放松或终止对俄罗斯已有制
裁措施时，
国会可据法案启动审议程序。
美国国会参议院将该法案以修正案形式附加于一项针
对伊朗的制裁法案。涉伊法案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在参议院
进行表决，
若获通过，
将交由众议院审议。

“伊斯兰国”
占了
本·拉登的老巢？
据新华社电 为争夺原“基地”组织头目乌萨马·本·拉
登生前在阿富汗的一处藏身地，与“基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塔利班武装打得不可开交。前者
宣称已经占领本·拉登的老巢，
塔利班则说仍
“归我掌管”
。
美联社报道，
“ 伊斯兰国”14 日晚间在网络上发布一则
普什图语音频，称其标志性的黑色旗帜正飘扬在阿富汗东部
的托拉-博拉山区上空。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的说辞截然相反。他
说，
“伊斯兰国”
此前占领托拉-博拉洞穴基地部分区域，但已
被塔利班击退，30 多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丧命。按照穆
贾希德的说法，美军 14 日对塔利班的空袭炸死了 11 人，反而
让
“伊斯兰国”
得了便宜。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难以核实。
托拉-博拉基地拥有迷宫似的山洞，本·拉登曾藏身于
此。后来他逃往巴基斯坦，于 2011 年在伊斯兰堡附近的阿
伯塔巴德镇被美军
“海豹突击队”
击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