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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召开在即，效
忠利比亚军事强人哈利法·哈夫塔尔的
东部部族武装夺取多个石油出口港口，
明显意在掐断西部政权、即民族团结政
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为哈夫塔尔增加谈
判筹码。

釜底抽薪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 18 日说，支
持哈夫塔尔的部族武装 17 日夺取东北
海岸沿线和南部多个石油出口终端，命
令国家石油公司下属 5 个分公司暂停
石油出口，总共涉及 50 多处油田和多
座油港。

这一禁令使利比亚石油出口每天
减少 80万桶，损失 5500万美元收入。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致信东部政
权主要人物、国民代表大会主席阿吉
拉·萨利赫·伊萨，要求对方立即撤销封
锁石油出口的决定。

国民代表大会与哈夫塔尔领导的
“国民军”结盟，控制东部和中部地区、南
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市，与掌控西
部部分地区的民族团结政府分庭抗礼。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在信中说，封
锁石油出口的命令影响石油生产，眼下
利比亚全国仅有两座油田维持运作，天
然气和电力供应马上将出现短缺。

美联社报道，石油是利比亚东西
两个政权的经济命脉，东部武装这一
举动无异于给西部民族团结政府釜底
抽薪。

会前示强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负责人穆斯
塔法·萨纳拉说：“石油设施属于利比亚
人民，不应该被当作政治上讨价还价的
筹码。”

夺取油港的东部武装则在几座炼油
厂组织示威，抗议民族团结政府拿“卖油
钱”收买土耳其和叙利亚的“雇佣军”。

土耳其议会本月初授权本国政府
向利比亚出兵。土方说，应利比亚民族
团结政府请求出兵。媒体报道，土方将
向利比亚派遣土方扶持的叙利亚反政
府武装。

民族团结政府得到联合国承认，受
土耳其、卡塔尔、意大利等国支持；“国
民军”则获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俄罗斯、法国等力挺。

联合国驻利比亚使团 18 日呼吁利
比亚冲突双方“行使最大克制”，警告封
锁石油出口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

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
表加桑·萨拉姆敦促外国停止干预利比
亚冲突，说国际社会应帮助利比亚“自
主发展”。

联合国牵头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
议定于 19 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俄
罗斯、土耳其和法国首脑、欧洲联盟、非
洲联盟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将与会。哈
夫塔尔和他的对头、利比亚民族团结政
府总理法耶兹·萨拉杰据信将同时出席
会议。 新华社特稿

封锁石油出口
利东部武装增加谈判筹码

伊朗 18 日说，坠毁乌克兰客机的两
只黑匣子将被送往乌克兰作分析。

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
道，乌克兰专家正在伊朗参与调查坠机
事件，向伊朗方面请求将黑匣子送往乌
克兰，获得伊朗方面同意。报道没有说
明黑匣子将于何时送往乌克兰。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事故调查委员会
主任哈桑·礼萨伊法尔说，伊朗眼下无法
读取客机黑匣子内容。应乌克兰方面要
求，将把黑匣子送往乌克兰。

乌 克 兰 国 际 航 空 公 司 一 架 波 音
737－800 客机 8 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起
飞不久后坠毁，167名乘客和 9名机组人
员遇难。伊朗军方 11 日承认，这架客机
遭伊朗军方“非故意”击落，此事由“人为
错误”导致。

坠机当天，两个黑匣子在失事区域
先后找到，即飞行数据记录仪和驾驶舱
语音记录仪，有损坏痕迹。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 17 日
说，两只黑匣子受损严重，而世界上有能
力读取和分析黑匣子数据的国家不多，

法国是其中之一。加拿大方面认为，伊
朗“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主要还是缺乏
所需设备”，应将黑匣子交给法国作分
析。

坠机事件遇难者多数为伊朗人和伊
朗裔加拿大人，还有乌克兰、瑞典、阿富
汗、德国和英国人。多数乘客原本打算
从德黑兰飞抵乌克兰首都基辅，再转机
前往加拿大。

乌克兰先前提出，希望伊朗将黑匣
子送往乌克兰作分析。乌克兰外交部
说，预期伊朗代表今后几天抵达基辅。

礼萨伊法尔说，如果乌克兰方面也
无法读取，黑匣子将被送往法国作分
析。按照他的说法，希望“利用法国、加
拿大和美国的专业技能”，共同分析黑匣
子数据。

伊朗曾提议由第三国帮助解码黑匣
子，邀请加拿大、法国和美国派人赴伊朗
下载黑匣子数据，遭三方拒绝。美国、英
国、加拿大等多国建议伊朗把黑匣子送
往法国，14 日曾有消息称伊朗已把黑匣
子送去法国。 新华社特稿

伊朗要将黑匣子送往乌克兰

联合国牵头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
议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之际，美国国务
院官员 18日阐述美方立场，称利比亚局
势正在恶化，“越来越像叙利亚……所

有外国武装力量应该撤出
利比亚”。

此前，联合国秘书长
利 比 亚 问 题 特 别 代 表 加
桑·萨拉姆呼吁外国停止
干预利比亚冲突，德国与

阿联酋联合呼吁外国部
队撤出利比亚。

美方在利比亚问
题上支持联合国斡旋，
“拒绝外部干预”，令

外界困惑。不久
前，伊拉克政

府、议会通

过多种形式要求美军撤离，遭到美方拒
绝。

一方面，美国在利比亚问题上坚持
“规则”，呼吁国际社会维护利比亚主
权，要求各方撤军。

另一方面，遭遇伊方触及美方利益
的撤军要求时，美国避谈“规则”，只讲

“得失”，暗示驻伊美军撤离可能令伊拉
克失去巨额军事援助，其中央银行在美
金融账户可能遭冻结。

立场矛盾背后，或许是“美国优先”
的同一逻辑。

《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对利比
亚冲突双方态度模糊，既支持联合国
承认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也派高
级 代 表 会 见 领 导 利 比 亚 东 部 武 装 的
军 事 强 人 哈 利 法·哈 夫 塔 尔 ，指 责 支
持 哈 夫 塔 尔 的 俄 罗 斯 借 冲 突 谋 取 地
缘政治利益。

法新社报道，除土耳其公开派兵
外，利比亚冲突双方均得到不少国家的
军事及人员支持。

美军如果撤离伊拉克，伊朗势力将
在伊拉克坐大，令美国失去重要地缘政
治影响力。相比伊拉克，美国在利比亚
政治、军事影响力本就薄弱，所以阻止
土耳其、俄罗斯扩大在利影响力。

新华社特稿

又搞双重标准
美撤军立场自相矛盾

国父“最大梦魇”
“管理人”由 7名民主党众议员担任，

角色类似于庭审中的控方。他们 18日递
交的 111 页案情概要汇总十余名证人的
公开和闭门证词，包括特朗普私人律师
鲁迪·朱利安尼的合作伙伴列夫·帕纳斯
提供的“新料”，以及国会下属政府问责
局认定白宫冻结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违法
的报告。

众议院去年 12月表决通过两项指控
特朗普的弹劾条款，特朗普由此成为美
国历史上第三位遭众议院弹劾的总统。
其中，滥用职权条款主要因为特朗普一
度冻结对乌 3.91 亿美元军事援助，以施
压乌方调查政治对手民主党总统竞选人
乔·拜登父子。

“管理人”在案情摘要中写道，特朗
普的行为是“起草美国宪法的开国元勋
们的最大梦魇”。他们当天发表联合声
明说，案情所述事实“无可争议、证据确
凿”，特朗普“为个人政治利益而滥用职
权，唆使外国干预美国选举”，因而危及
美国的“国家安全、选举完整性和民主”。

路透社报道，这是“管理人”首次正
式呼吁参议院定罪并罢免总统。按照美
联社的说法，控方的案情摘要强调弹劾
总统是一种政治程序，而非传统意义上
的法律过程。美国宪法规定，只要总统
遭议员认定“高度犯罪或行为不当”，便
可以遭罢免。

“攻击民选总统”
总统律师团队同一

天也发表 6页文件，首次就众议院所控滥
用职权、妨碍国会两项弹劾条款作出回
应。

文件指出，上述指控只不过是想要
罢免总统的党派举措，是对“美国民众自
由选择总统的危险攻击”。“这是一种厚
颜无耻的非法尝试，企图推翻 2016 年总
统选举结果，并干预数月以后的 2020 年
选举。”

美联社报道，总统律师团队定于 20
日向参议院递交案情摘要，“管理人”可
在次日作出回应。眼下辩方同样拿宪法
解释做文章，认定弹劾条款本身违反宪
法，因为两项指控都不构成犯罪。

白宫 17 日宣布多名明星“大
状”加入律师团队，包括肯尼思·斯
塔尔和阿兰·德肖维茨。斯塔尔是
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任内的美
国政府独立检察官，跟踪调查
了克林顿性丑闻始末。德
肖维茨曾为涉嫌杀害前妻
的美国前橄榄球明星 O·J·
辛普森以及牵涉性侵
丑闻、去年在狱中身亡
的金融家杰弗里·爱泼
斯坦作辩护。

新华社特稿

美弹劾案未开庭
控辩双方先掐架

美国国会参议院针对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
案审理还没正式展开，“控
辩”双方18日已隔空激辩。

众议院民主党籍弹劾案
“管理人”当天向参议院递
交案情摘要，指认总统行为
是美国宪法起草人的“最大
梦魇”。总统律师团队同一
天首度回应众议院弹劾条
款，指认弹劾条款是对“美
国民众自由选择总统的危
险攻击”。


