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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唐霁 张骁

法国总统马克龙 19 日在法国南部度假
胜地布雷冈松堡的总统避暑官邸与俄罗斯总
统普京会晤。从双方表态看，两国在伊朗、
乌克兰等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在叙
利亚等问题上分歧依然明显。

试图靠近

当天两国领导人的见面显得不同寻常。
普京专门带上一束鲜花送给马克龙夫人布丽
吉特，而刚刚在度假时受伤的布丽吉特也临
时拆除了手臂上的夹板，以示对普京的欢迎。

两位领导人在会谈前共同会见了媒体记

者。作为东道主，马克龙表现出推动法俄、
欧俄关系发展的强烈意愿。他表示，世界秩
序正面临历史时刻，多边主义受到挑战，在
此背景下，各国应建立新的协作机制。

马克龙说，“俄罗斯属于欧洲”，欧俄
间应重建安全信任、变得“更加亲近”，应
构建一个“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
欧洲，法国愿为此充分发挥作用。他还宣布
将于明年 5 月赴俄参加庆祝战胜纳粹德国
75 周年活动。

据马克龙介绍，国际危机将是两人会谈
的核心内容。他强调俄罗斯在解决国际危机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称法俄将在军
控和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展开合作。
关于伊朗核问题，马克龙说，法俄致力于缓
解伊核危机，支持维护伊核协议，同时致力
于维护地区稳定。关于乌克兰问题，马克龙
称，希望在未来数周举行“诺曼底模式”下

的俄、乌、德、法四国领导人磋商，以真
正改变俄乌关系。

普京也在一些问题上给予了较为积极
的回应。他对法国为今年 6 月恢复俄罗斯
在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表决权扮演的“关
键角色”表示赞赏。关于气候变化，普京表
示，俄罗斯响应了法国的倡议，并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方面做出重要承诺。关于乌克
兰问题，普京说，俄方支持“诺曼底模式”，
他对俄乌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

此间分析人士指出，今年的七国集团
(G7)峰会将于 24 日在法国南部城市比亚
里茨召开，欧盟和俄罗斯在峰会前夕有“相
互靠近”的战略需求。双方在伊朗、乌克兰、
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需要共同向美国施压。

俄罗斯政治信息中心主任穆欣认为，
由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卸任，马克龙需
在欧洲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以继承默克
尔“欧洲之主”的地位。在马克龙看来，
普京可在这方面给予足够支持。

分歧依旧

法国媒体普遍认为，马克龙 G7 峰会
前与普京举行双边会谈，是“把 G7 峰会变
成了另一种形式的 G8 峰会”。然而，普京
对马克龙版的“G7+1”似乎并不领情。

在记者会上，有法国记者问普京如何
看待 G8 峰会。普京直截了当地回答：“G8
已经不存在了，我无法对一项不存在的事
物发表看法。”普京说，他更看重二十国集
团(G20)，G20 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占全球的 80% 以上，中国、印度这些国家
都极为重要。他还表示，其他一些地区性组
织也非常重要，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
国家，这些组织无论规模大小，都促进了俄
罗斯与伙伴国积极有效的联系。

此外，两人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表态也
存在明显分歧。马克龙说，法国高度关注
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局势，该地区冲
突导致平民伤亡，法方呼吁各方遵守停火
协议。普京则表示，目前恐怖分子控制伊
德利卜大部分地区，从该地发起袭击并向
其他地区输送武装分子，这是非常危险
的，因此俄罗斯支持叙利亚军方在该省的
军事行动，以清除恐怖主义威胁。

穆欣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法国无
法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达成共识。

有分析指出，从法俄领导人会谈情况
来看，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分歧依旧。甚
至有法国媒体为此次法俄领导人会谈的新
闻写了这样一条新闻标题———“布雷冈松
堡：普京和马克龙微笑之下龃龉不断”。

(新华社巴黎 8 月 20 日电)

法俄首脑会：

鲜花难掩龃龉

□惠晓霜

美国军方 19 日宣布，前一天试射一枚
射程超过 500 公里的巡航导弹。

这次试射距离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不
足 3 周。一名俄罗斯议员说，退约后这么
短时间内试射原违禁导弹，显示美方早就打
算废弃这一条约。

美国国防部发布简短新闻稿，说当地时
间 18 日 14 时 30 分，在西海岸加利福尼亚
州圣尼古拉斯岛试射一枚常规弹头陆基机动
巡航导弹，飞行超过 500 公里，“准确击
中”目标。

新闻稿说，这次试射所获技术数据和经
验将用于今后中程导弹研发。

配发的视频显示，导弹采用垂直发射方

式，从一个方形发射筒中升空。
五角大楼没有披露更多细节，包括导弹

型号和目标所处位置。一名五角大楼发言人
告诉路透社记者，这次试射使用 MK-41 型
发射器，但测试的武器系统与部署在罗马尼
亚的陆基“宙斯盾”系统不同。

美联社报道，这次试射的是美国海军现
役“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改型，属于《中导
条约》所禁止的武器。

《中导条约》全称是《苏联和美国消除
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由美国和苏
联领导人 1987 年签署。条约规定，两国不
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 500 公里至
5500 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发
射装置。

美方今年 2 月声称俄方长期违约，从
而暂停履约，同时启动为期 6 个月退约程

序， 8 月 2 日正式退约。退约同一天，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宣布，将开始
全面研发陆基常规中程导弹。美方暂停履
约期间，美国媒体以一些美国国防官员为
消息源披露，军方打算 8 月和 11 月分别
试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射程分别为大
约 1000 公里和 3000 至 4000 公里。

俄罗斯议会下院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尤
里·什维特金 19 日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记者：“这次试射再次证实，美国一直
违反《中导条约》，先前准备单方面退
约。”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裁军问题专家金斯
顿·里夫告诉路透社记者：“俄罗斯多年
来一直指认陆基 MK-41 可用于发射‘战
斧’导弹，违反条约。即便这次是这一组
合首次试射，俄方无疑会说这证实了他们

的指认。”
俄罗斯方面说，美方称俄方违约，是

在搞“宣传攻势”。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 5 日说：“美国用臆想的借口单
方面退出《中导条约》，撕毁军备控制领
域的这一根本性条约，堪称以最严重的方
式使世界局势更加复杂，给各方带来巨大
危险。引发这一事态的责任完全在美
方。”

“美国在《中导条约》失效后两周半
内试射条约禁止的陆基导弹，完全是对国
际社会的讽刺和嘲笑，”俄罗斯议会上院
国防委员会委员弗朗茨·克林采维奇 19
日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我们将尽一
切努力阻止美国就这类武器获取优势，但
无意进入新的军备竞赛，可能以不对称方
式应对。”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按期试射原违禁导弹

新华社香港 8 月 20 日电(记者郜婕 方栋)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 20 日表示，特区政府将马上展开工作，构建沟
通对话平台，共同为香港寻找出路。

林郑月娥当天上午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表示，特区
政府将马上开展构建对话平台的有关工作，广泛听取不同阶
层、背景、政见人士的意见，努力化解分歧和矛盾，一起走出
困局，让香港社会早日复原，继续向前发展。

林郑月娥说，她与特区政府各司局长也将深入社区，听取
市民意见。

林郑月娥指出，香港经济出现了下行风险，上半年的经济
数据还没有充分反映问题的严重性。为应对经济困难，特区政
府一方面出台提升不同界别竞争力的政策，另一方面推出支持
中小企业经营和市民生活的措施。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日前公布了涉及 191 亿港元的一系
列经济提振纾困措施。林郑月娥表示，有需要时类似措施还将
继续加强。特区政府将持续监测经济情况，做出必要准备，推
出有效措施。

对于即将发表的年度施政报告，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两年
的施政报告在房屋、土地、教育、安老等方面都提出了有效措
施，今年的施政报告在特殊背景下要更大胆地处理深层次问
题。她已要求特区政府各部门以市民为先，提出具体措施。

就中央日前发布的关于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林郑月娥表示，深圳与香港毗邻，长期以来有着紧密关系和高
层合作机制。深圳的利好措施对深港合作也有正面作用，有助
两地优势互补，尤其是在科技创新等方面。

新华社北京 8 月 20 日电(记者郑明达)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确
认，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旅游大巴 19 日在
老挝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截至北京时间 20
日 13 时，车上 44 名中国公民中， 13 人不
幸遇难， 31 人受伤。

“我们和大家一样，都十分关注此次车
祸中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所有乘客的安
危。”耿爽说，受伤人员均已转至琅勃拉邦
市，部分在旅馆安置，部分在医院救治，其
中 2 人重伤，尚未脱离危险。 2 名老挝公
民受轻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8 月 19 日下午，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
旅游大巴在距离老挝琅勃拉邦市约 40 公里
处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车上共载有 46 人，
包括 44 名中国公民和 2 名老方人员。

耿爽说，获悉事故发生后，中国驻老
挝使馆和驻琅勃拉邦总领馆立即启动应急
机制，全力协调老挝军警、地方救援力量
和中资企业、领事协助志愿者等开展救
援。驻琅勃拉邦总领馆总领事连夜率工作
组赶赴现场开展工作。

20 日清晨，正在老挝参加中国—老
挝“和平列车— 2019 ”人道主义医学救
援联合演训暨医疗服务活动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医疗队，根据此次车祸情况配备
紧急救援需要的各科室医生，会同老军
医务人员，赴当地执行伤员救治和前接
任务。

“目前，事故处置工作仍在紧张进
行。外交部和中国驻老挝使领馆将继续跟
进并持续发布有关情况。”耿爽说。

林郑月娥：

特区政府将构建

沟通对话平台

促香港社会走出困局

向前发展

外交部：

老挝车祸致 13 名

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8 月 19
日，在法国南部
布雷冈松堡，法
国总统马克龙
(左)和俄罗斯总
统普京握手致
意。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上海 8 月 20 日电(记者桑彤 何欣荣)8 月 20 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临港这片东
海之滨的创新创业沃土拉开如火如荼的建设帷幕。

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 11 月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的重大开放举措之一。

临港新片区将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
区，实现新片区与境外之间投资经营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
金流动便利、运输高度开放、人员自由执业、信息快捷联通，
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打造开
放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
松表示，新片区将聚焦亟需突破但其他地区尚不具备实施条件
的关键领域，放开手脚更大胆地闯、更大胆地试、更自主地
改，通过打造最高水平对外开放、最能创新突破的改革开放试
验田、最自由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三个最”，全力打造中国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引擎。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

新华社赫尔辛基 8 月 19 日电(记者李骥
志 尼尼斯托)正在芬兰访问的伊朗外长扎
里夫 19 日在赫尔辛基表示，伊朗仍然遵守
现有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愿与有关方
面开展对话。

扎里夫当天在与芬兰外长哈维斯托会谈
后举行的发布会上说，伊朗 2015 年签署伊
核协议时，已经明确表达合作意愿，即便美
国后来单方面退出协议，伊朗也仍继续遵守
协议条款。

当有芬兰媒体问及芬兰是否可以从中
斡旋时，扎里夫说，“对话的窗口正在关
闭”，但是如果还有斡旋的机会，首先应
把美国拉回谈判桌上来。

扎里夫表示， 2015 年签署的伊核协

议是一份很好的协议，美国政府应该遵
守。他认为，即便现在重新开始谈判，效
果也很难超过上一次。

扎里夫还对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当
局释放被扣押的装载伊朗原油的油轮“格
蕾丝一号”(现更名为“阿德里安·达里亚
一号”)表示欢迎。当有记者问到该油轮
是否前往希腊卸货时，扎里夫表示，由于
美国的制裁，不能公布该油轮航程。

伊朗外长表示愿就伊核协议开展对话

□张铮

法庭文件显示，美国亿万富翁杰弗里·
爱泼斯坦 8 日，即在狱中死亡前两天签署
遗嘱，遗产估值超过 5 . 77 亿美元 (约合
40 .74 亿元人民币)。

美国《纽约邮报》 19 日最先报道，上
周在美属维尔京群岛递交的法庭文件显
示，爱泼斯坦超过 5 . 77 亿美元遗产中，现

金超过 5600 万美元(3 . 95 亿元人民币)。法
庭文件没有列出受益人的具体信息。

爱泼斯坦 7 月初因涉嫌拐卖和性侵犯
未成年少女被捕。他拒绝认罪， 8 月 10 日
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惩教中心死亡。纽约市
法医 16 日确认，爱泼斯坦系自杀。

爱泼斯坦生前与不少名人权贵过从甚
密，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2008 年，爱泼斯坦因诱奸未成年少女
罪名被判 13 个月监禁；今年 7 月，美国劳

工部长亚历山大·阿科斯塔 7 月辞职，缘
由是他受到指认， 2008 年任佛罗里达州
联邦检察官期间与爱泼斯坦达成认罪协
议，从而后者免于可能终身入狱。

由于爱泼斯坦已经死亡，法院将不
再审理对他的刑事犯罪指控。美联社报
道，多名代表受害人的律师说，即使爱
泼斯坦的遗嘱指定受益人，也要追讨他
的资产。

多名女性说，她们在青少年时期遭

爱泼斯坦性侵并被召入他的多处住所，
为他按摩。其中一名女性的代理律师莉
萨·布卢姆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将爱泼
斯坦所有遗产赔偿给他的受害人，是后
者唯一能讨还的公道。

没有参与处置爱泼斯坦案的前联邦
检察官戴维·温斯坦说，依据美国多个州
和海外领地的法律，可在一定时间内声
索遗产，因而“这将不会很快结束”。

爱泼斯坦遗产律师威廉·布卢姆在一
份给美联社的声明中说，将公正处理所
有对爱泼斯坦遗产的声索。

（新华社微特稿）

爱泼斯坦死亡两天前签署遗嘱

■国际观察

▲ 8 月 20 日在大会上拍摄的医疗机器人。

当日， 2019 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
“智能新生态 开放新时代”。 新华社记者李欣 摄

2019 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

新华社北京 8 月 20 日电(记者安蓓)国内汽油、柴油价格
迎来“两连降”。国家发展改革委 20 日发布消息，根据近期
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 24 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
低 210 元和 205 元。

本次调价折合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下调约 1 角 6 分。国
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要
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
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
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
过 12358 价格监管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这位负责人表示，正密切跟踪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运行情
况，结合国内外石油市场形势变化，进一步予以研究完善。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市
场原油价格在震荡中大幅下降。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原油供
应减少两方面预期影响下，短期内国际油价仍将呈震荡走势。

汽油、柴油价格“两连降”

新华社成都 8 月 20 日电 受强降雨影响，四川省阿坝州
汶川县多处发生泥石流，其中三江镇、水磨镇、银杏乡等地灾
情较重，境内电力、通信暂时中断，目前汶川县至成都、理县
方向道路均已中断。 1 名消防员在救援中牺牲。

记者从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获悉，有 2 名参与抢险救援
的专职消防员在灾情处置中失联，目前 2 人已经找到，其中 1
名已确认牺牲，另 1 名正在都江堰进行抢救。

记者另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获悉，卧龙镇足木山沟自来水
厂被泥石流冲毁， 1 人失联。华能太平驿水电站大坝生产生活
区域被水淹没， 2 人转移时失联， 3 人被困在大坝门机顶
部。由于通信中断，现场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 20 日 9 时起启动 IV 级防汛应
急响应。此前， 19 日 20 时，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山
洪蓝色预警： 8 月 19 日 20 时至 20 日 20 时，阿坝州汶川
县，成都市都江堰市、彭州市，德阳市什邡市、绵竹市，绵阳
市安州区、北川县、平武县，雅安市芦山县、宝兴等县(市、
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灾情发生后，阿坝州已启动自然灾害Ⅲ级应急响应，并成
立前线专项指挥部，紧急划拨 200 万元应急救灾资金。目
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动省消防救援总队、省通信管理
局，共派出 9 艘救援舟(艇)、 29 台救援(通信)车辆、 115 名
救援和技术人员赶赴灾区。(记者张海磊、高健钧、萧永航)

四川汶川多地发生泥石流

致多处道路中断
1 名消防员在救援中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