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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定于 25 日举行特别峰会，
通过欧盟与英国就后者“脱欧”达成的协
议。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21 日抵达欧盟
总部所在地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
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会晤，就确定“脱
欧”后双方关系蓝图做最后磋商。

“脱欧”协议将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
英国退出欧盟协议和英国“脱欧”后双方
关系蓝图。英国退出协议就“脱欧”过渡
期、公民权、爱尔兰边界等事宜作出规范；

“脱欧”后关系蓝图则着重定位英国退出
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后与欧盟的贸
易和安全关系。

英国与欧盟 13 日达成篇幅为 585 页
的英国退出协议草案，双方未来关系蓝图
仍在磋商中。其他欧盟成员国对部分退
出协议条款有异议，寄望于磋商关系蓝图
过程中予以解决。

路透社报道，按照议程安排，梅与容
克 21 日会商将近 20 页的双方关系蓝图，
各欧盟成员国代表 22 日讨论蓝图草案，
英欧双方谈判工作组 23日对草案再作审
阅。

以与会外交人士为消息来源，路透社
报道，英欧关系蓝图中有三个主要争议
点，分别涉及直布罗陀、货物流通和渔业
问题。

作为英国“飞地”，直布罗陀每天有数
以千计居民出入西班牙国境。西班牙首
相佩德罗·桑切斯 20日说，如果欧盟不能
明确保证西班牙今后对直布罗陀有“特别
否决权”，西班牙不会支持欧盟与英国达
成的“脱欧”协议草案。“特别否决权”指
不经西班牙认可，直布罗陀不得适用英国
与欧盟“脱欧”协议条款，相关议题须经
英西双方直接谈判决定。

不少外交人员认为，直布罗陀议题分
歧能够经由磋商解决，对西班牙而言不是
要害问题，桑切斯更多是想在西班牙国内
选举临近时借此议题争取选民支持。一
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外交人士说：“没有
人想重新谈判退出协议。”

欧盟内部表决成员国退出协议，适用
“特定多数”、而非“全体一致”原则，西班
牙无法单独阻挡协议通过。

就货物流通，英国希望“脱欧”后依然
享有接近于欧盟成员国的待遇，保持英欧
货物贸易便捷、通畅。然而，欧盟高层认
为，英国既然选择退出欧洲单一市场和关
税同盟，就不能享有这种待遇，因为欧盟
不支持“部分进入单一市场”。

渔业方面，以法国为主的欧盟国家希
望维持与英国的共享捕鱼权；这一点在已
达成的退出协议草案中没有涉及。共享
捕鱼权意味着欧盟其他国家可分享英国
水域内的渔业资源，英国则希望改变这种
局面。

针对双方关系蓝图磋商无法解决的
“遗留”问题，法国主张欧盟另外发表声
明，加以说明；德国反对，认为峰会应集
中精力，着力确定未来关系蓝图的最终版
本。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11月 20日电 美国财
政部 20 日以涉嫌向叙利亚政府提供石油
为由，宣布对和伊朗、俄罗斯相关的 9 个
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美国财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被制裁
者中包括一名叙利亚公民和他在俄罗斯的
公司，上述对象涉嫌向叙政府提供数百万
桶石油，作为回报，叙政府协助将数亿美元
转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
旅”，以便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组织提供支持。这
三个组织此前已被美方列为恐怖组织。

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指向性报
告，警告全球航运界不要参与向叙政府运
送石油，否则将面临严重风险。财政部副
部长曼德尔克称，美国将继续强力寻求对
参与向叙利亚供油或帮助伊朗逃避美国
制裁者发起制裁。根据美方相关规定，受
制裁者在美国境内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
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新华社上海11月 21日电 21 日晚的
上海世博中心，本应上演意大利品牌杜嘉
班纳的大型时装秀，此刻却只剩下凌乱的
后台和空荡荡的舞台。当晚的“大秀”被
宣布取消。

一边对着中国市场“甜言蜜语”，一边
在宣传片中嘲讽中式英语和中国文化；上
一秒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辱华言论，下一刻
自称账号被盗……这个品牌用虚情假意
换来了众人的抵制。

中国是奢侈品牌杜嘉班纳最重要的
市场之一。为了给 11月 21日在上海的时
尚秀预热，杜嘉班纳近日发布了以“起筷
吃饭”为主题的系列短视频。视频中一位
穿着杜嘉班纳服饰的东方女子拿着筷子，

姿态扭捏地吃着几种意大利美食。
视频发布后，不少网友表示，片中充

满了让人困惑的细节，比如模特的表演过
于夸张、“用小棍子形状的餐具来吃伟大
的传统玛格丽特披萨饼”的台词等，均带
有嘲讽的意味。

鉴于网友的质疑，杜嘉班纳在其品牌
官方微博上删除了这些短视频。然而，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有网友在海外社交
媒体上质疑这组短视频是否辱华时，引来
了杜嘉班纳的联合创始人兼设计师斯蒂
芬诺·嘉班纳一系列粗鄙不堪的辱华言
论。

如果说“起筷吃饭”的创意并非主观
辱华，而是由于对于文化差异的“掉以轻

心”，那么这名设计师的辱华言论已经突
破了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底线。

针对设计师的辱华言论，杜嘉班纳
在其微博官方账号上表示“该设计师的
社交媒体账号被盗，已经立即通过法律
途径解决”，并称“为这些不实言论给中
国和中国人民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我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始终一贯地热爱
与尊重”。

网民对上述声明并不买账，在微博上
“杜嘉班纳设计师”已经成为搜索热词。与
此同时，原定出席时装秀的陈坤、章子怡、
李冰冰、迪丽热巴、王俊凯等人纷纷宣布取
消出席计划。一位原本应邀参加时装秀的
时尚博主向记者坦言，杜嘉班纳涉嫌用“账

号被盗”这样的低级借口“甩锅”，这样的道
歉毫无诚意、自取其辱，这场时尚秀终将“凉
凉”。

面对大众“零容忍”的态度，杜嘉班纳
于 21日下午宣布在上海举办的时装秀“因
故改期”。

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报告预计，
中国“千禧一代”正成为奢侈品消费主力，
到 2024 年中国消费者将贡献全球奢侈品
市场 40％的销售。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看好中国市场带
来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品牌在“讨好”中国
市场方面花了很多心思，但这种“讨好”不
仅要“取悦”中国市场，更要从内心尊重中
国的市场。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律师 20日
说，特朗普已经书面答复特别检察官罗伯
特·米勒的询问，就所谓俄罗斯“干预”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说明其所知情况。

这是特朗普首次直接配合米勒主持
的“通俄”调查，具体提问和回答没有公
开。

媒体分析，书面回答对双方都有一定
的好处，既让特朗普有可能避免面对面接
受调查人员询问，又让特别检察组获得特
朗普正式说明，供后续查证。

妥协
特朗普的律师杰伊·塞库洛说：“特别

检察官办公室书面提问涉及关联俄罗斯
的调查内容，总统以书面方式作答。”

塞库洛说，律师小组不会公开米勒提
问和特朗普答复的具体内容。

美联社报道，书面答复是双方妥协的
结果，是特朗普首次向特检组说明他对
2016年选举中“俄罗斯影响”的了解。

米勒去年 5 月出任特别检察官，主持
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方面“串
通”嫌疑。特检组数月前向特朗普方面提
出数十个问题，包括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
斯协作以及特朗普是否试图阻挠“通俄”
调查、继而采取包括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
詹姆斯·科米职务在内的做法。

而后，特检组接受特朗普书面说明竞
选团队与俄方关系，同意搁置涉及阻挠调
查的问题。特检组不排除后续追问阻挠
调查事宜，但特朗普的律师小组以美国宪
法修正案为依据，强调总统无需解释任内
的做法。

特朗普的另一名律师、前纽约市长鲁
迪·朱利安尼 20 日说，律师小组认为，调
查超出合理范围，引发涉及宪法所赋总统
权力的担忧。特检组已经得到白宫“空
前”配合，包括获得 140 万页材料，因而

“是结束这一调查的时候了”。
难题

特朗普 18 日告诉媒体记者，他亲手
准备对米勒提问的回答；他不可能就阻挠
调查作答，“我们为这一政治迫害浪费的
时间已经够多了”。

美联社报道，如果米勒方面不满意，不
排除向总统发传票的可能性。传唤总统当
面接受询问，需要代理司法部长马修·惠特
克等司法部高层官员签字同意。另外，特
检组如果与特朗普律师小组最终闹上最高

法院，能否获得最高法院支持尚未可知。
最高法院迄今没有直接裁定总统是否应该
在刑事调查中接受传唤的先例。

前任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本月 7 日
应特朗普要求辞去职务，特朗普随后任命
塞申斯的办公室主任惠特克为代理司法
部长。美国媒体报道，塞申斯避嫌“通俄”
调查，惹恼特朗普。惠特克曾经公开建议
限定“通俄”调查范围，获得特朗普青睐。

塞申斯辞职后，美国国会民主党人要
求众议院召开紧急听证会，调查特朗普迫
使塞申斯辞职，同时力保米勒继续推进

“通俄”调查。
先例

米勒特检组迄今起诉超过 30 个嫌疑
人和实体。特朗普前竞选团队经理保
罗·马纳福特、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
克尔·弗林等多人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
或由法院定罪，但只涉及作伪证、税务
欺诈、银行诈骗等罪名，没有涉及特朗
普竞选团队与俄方“串通”嫌疑，也没
有牵连特朗普本人。

特朗普向特检组书面作答，使他加入
近 20 年来配合刑事调查的在职总统行
列。

时 任 共 和 党 籍 总 统 乔 治·W·布 什
2004 年就“特工门”接受特别检察官帕特
里克·菲茨杰拉德询问。

“特工门”始于 2003 年。前美国外交
官约瑟夫·威尔逊指认布什政府为争取公
众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而故意使用虚假
情报。不久，威尔逊妻子瓦莱丽·普莱姆
的中央情报局特工身份遭媒体曝光。布
什的政治顾问卡尔·罗夫和副总统迪克·
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刘易斯·利比涉嫌泄
密。法院认定利比罪名，判处他 30 个月
监禁。

1998年，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就“白
水事件”向联邦大陪审团作证。

上世纪 70 年代末，克林顿及其妻子
与麦迪逊储贷担保所老板合伙，在阿肯色
州创办白水开发公司。这家企业 1991 年
申请破产，而麦迪逊储贷担保所 1989 年
倒闭。这导致作为存款担保方的联邦银
行损失数千万美元。克林顿夫妇被指借
助白水开发公司转移来自麦迪逊储贷担
保所的非法红利，用于竞选州长。检方指
控克林顿夫妇妨碍司法和作伪证等罪名，
但这些罪名未获认定。 新华社特稿

特朗普书面回答通俄调查

美财政部宣布

制裁和伊俄有关的9个实体和个人

英欧磋商脱欧后未来关系蓝图

这张韩国国防部提供的照片显示，11 月 20 日，韩朝边境附近非军事区内的一处朝
鲜警备哨所被炸毁。10 月 26 日，韩朝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将军级军事
会谈，商定撤出边境附近非军事区内 11 个警备哨所的人员与装备，并于 11 月底前完
全撤除这些哨所，双方将在 12 月通过相互检验，最终确认相关撤离措施于年底前全部
完成。 新华社发

特雷莎特雷莎··梅梅

D＆G设计师被曝辱华遭众人抵制
杜嘉班纳回应称设计师账号被盗 宣布上海大型时装秀改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